
预算01-1表

一、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21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520.9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9.52

九、其他收入 九、卫生健康支出 71.25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7.92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3,520.99 本年支出合计 3,528.69

上年结转结余 7.70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3,528.69 支 出 总 计 3,528.69



预算01-2表

二、部门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代码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51007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

务中心）
3,528.69 3,520.99 3,520.99 7.70 7.70

合计 3,528.69 3,520.99 3,520.99 7.70 7.70



预算01-3表

三、部门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的支

出
事业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上级补助支出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其他支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9.52 538.82 2,880.7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8.36 65.74 2.62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6 14.2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2.66 50.04 2.6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44 1.44

20809   退役安置 21.00 21.00

2080901     退役士兵安置 8.00 8.00

2080905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13.00 13.00

20828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3,330.16 473.08 2,857.08

2082804     拥军优属 25.72 25.72

2082850     事业运行 476.16 473.08 3.08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2,828.28 2,828.2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1.25 71.2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1.25 71.2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44.54 44.5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4.01 24.01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70 2.7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7.92 35.92 2.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7.92 35.92 2.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7.92 35.92 2.00

合  计 3,528.69 645.99 2,882.70



预算02-1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1年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3,520.99 一、本年支出 3,528.69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520.9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本级财力 3,505.99 （二）外交支出

  2、专项收入 （三）国防支出

  3、执法办案补助 （四）公共安全支出

  4、收费成本补偿 （五）教育支出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5.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9.52

二、上年结转 7.70 （九）卫生健康支出 71.25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70 （十）节能环保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37.92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3,528.69 支 出 总 计 3,5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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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1 2 3 4 5 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3.82 538.82 500.23 38.59 2,875.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5.74 65.74 63.80 1.94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4.26 14.26 12.32 1.94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0.04 50.04 50.0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44 1.44 1.44

20809   退役安置 21.00 21.00

2080901     退役士兵安置 8.00 8.00

2080905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13.00 13.00

20828   退役军人管理事务 3,327.08 473.08 436.43 36.65 2,854.00

2082804     拥军优属 25.72 25.72

2082850     事业运行 473.08 473.08 436.43 36.65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 2,828.28 2,828.2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1.25 71.25 71.2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1.25 71.25 71.2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44.54 44.54 44.5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4.01 24.01 24.01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70 2.70 2.7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5.92 35.92 35.9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5.92 35.92 35.9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5.92 35.92 35.92

合  计 3,520.99 645.99 607.40 38.59 2,875.00



预算03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1 2 3 4 5 6

2.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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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人员类、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功能科
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
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全年数

已预拨
抵扣上年
垫付资金

本次下达 另文下达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全年数

其中：转
隶人员公
用经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2850 事业运行 30101 基本工资 128.52 128.52 43.70 84.8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2850 事业运行 30103 奖金 10.71 10.71 3.64 7.07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2850 事业运行 30107 绩效工资 290.53 290.53 98.78 191.75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0108
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

50.04 50.04 17.01 33.03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2 社会保障缴费（职业年金单位缴费）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0109
职业年金缴
费

1.44 1.44 0.49 0.95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0110
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

33.78 33.78 33.78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111
公务员医疗
补助缴费

24.01 24.01 24.0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
障缴费

0.63 0.63 0.21 0.4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
障缴费

6.04 6.04 2.06 3.98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30112
其他社会保
障缴费

2.70 2.70 2.7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3 住房公积金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0113 住房公积金 35.92 35.92 12.21 23.7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1 办公费 4.45 4.45 1.51 2.9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2 印刷费 0.61 0.61 0.21 0.4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5 水费 1.37 1.37 0.47 0.9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6 电费 1.84 1.84 0.63 1.2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7 邮电费 1.69 1.69 0.57 1.1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09 物业管理费 0.50 0.50 0.17 0.33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11 差旅费 6.00 6.00 2.04 3.96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13
维修（护）
费

5.00 5.00 1.70 3.3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16 培训费 0.80 0.80 0.27 0.53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8 公务接待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17 公务接待费 1.00 1.00 0.34 0.66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26 劳务费 0.64 0.64 0.22 0.4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99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0.67 0.67 0.23 0.4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0 工会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28 工会经费 6.04 6.04 2.05 3.99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2850 事业运行 30229 福利费 6.04 6.04 2.05 3.99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0.43 0.43 0.15 0.28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1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1.51 1.51 0.51 1.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301 离休费 12.32 12.32 12.3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53000021000000002220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0307 医疗费补助 10.76 10.76 10.76

合计： 645.99 645.99 191.22 371.2 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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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表（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单位：万元

项目分类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功能科目编

码
功能科目名称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本年拨款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29744

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原

始注册财政补助资金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9999 其他支出 2,500.00 2,500.00 2,500.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0901 退役士兵安置 30216 培训费 8.00 8.00 8.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0905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30216 培训费 13.00 13.00 13.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04 拥军优属 30202 印刷费 0.72 0.72 0.72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04 拥军优属 30226 劳务费 1.00 1.00 1.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04 拥军优属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4.00 24.00 24.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12.00 12.00 12.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16 培训费 19.28 19.28 19.28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27 委托业务费 230.00 230.00 230.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2.00 32.00 32.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0000

0000010674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

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1013 公务用车购置 20.00 20.00 20.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05 水费 0.30 0.30 0.3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06 电费 1.50 1.50 1.5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07 邮电费 3.50 3.50 3.5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29 福利费 8.00 8.00 8.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 1.00 1.00

专项业务类 53000021000

00000023841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

项目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99 其他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支出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70 0.70 0.70

上年结转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承担部分）专项经费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39999 其他支出 2.62 2.62

上年结转 人员支出其他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50 事业运行 39999 其他支出 2.09 2.09

上年结转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082850 事业运行 39999 其他支出 0.99 0.99

上年结转 人员支出其他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

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9999 其他支出 2.00 2.00

合  计 2,882.70 2,875.00 2,860.00 15.00 7.70



预算05-2表

九、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

服务中心 ）

  公务接待费
53000021000

0000022208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在

职人数情况 。在职人数

主要指办公 、会议、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155.91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实际物业管理

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

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0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公

务用车数量 。公务用车

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

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 “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

情况。“三公经费 ”变

动率=[（本年度“三公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

程度。

  住房公积金

53000021000

0000022203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工资人员数量 。工

资福利包括 ：行政人员

工资、社会保险 、住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事业编）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

。工资福利包括 ：事业

人员工资、社会保险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2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 （单

位）离（退）休人员数

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

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

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工会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在

职人数情况 。在职人数

主要指办公 、会议、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155.91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实际物业管理

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

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0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公

务用车数量 。公务用车

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

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 “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

情况。“三公经费 ”变

动率=[（本年度“三公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

程度。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专项经费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值

得倍加关心 、倍加爱护，各级服务中

心做到有机构 、有编制、有人员、有

经费、有场所、有保障，加强队伍建

设，建设好“退役军人之家 ”，解决

退役军人政策落实 、服务保障“最后

一公里”问题，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要加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 ，

确保他们信念过硬 、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能够提

供专业化、亲情化服务 。保障好培训

、会议、疗养所需场所及相关人员 、

设施、设备。

1、为全省优抚对象和荣誉军人到昆明

进行疗养安抚提供食宿服务 400人次，

让优抚对象 、退役军人感受到中央 、

省委、省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落实党

和国家的拥军优抚政策 ，巩固军政军

民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 。

2、对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相

关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水平提升进行培

训240人次，加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 ，

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建设好“退

役军人之家 ”，确保全省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站）的服务管理精准细致 、

便捷高效、有质量、有保障、有效能

的服务全省退役军人 ，确保工作人员

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

够提供专业化 、亲情化服务 。

3、对全省县级及以上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信访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180人次，配齐配强力量 ，切实提升信

访干部宣传解释政策 、做好思想政治

工作和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 。

4、配合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完成 2021年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档案审查和士兵安

置档案审查工作 。

5、配合事务厅就业创业处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档案审查和退役金发放操作系

统培训工作 。

2021年购置的公务用车质量验收合格

率达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省县级及以上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信访工作人员培训

人数

>= 180 人 定量指标

全省县级及以上退役军

人事务机构相关工作人

员数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

相关工作人员到昆明进行业务

能力提升培训人数

>= 240 人 定量指标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相关工作人员数

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1年度全省重点优抚对象到

昆明进行疗养人数
= 400 人 定量指标

历年疗养人数及 2021年

计划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务用车购置数量  = 1 辆 定量指标

 根据云南省公务用车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核定

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车

辆编制的函文件购置公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2021年全省县级及以上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站）信访工作人

员参训率

>= 90 % 定量指标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应建

设好“退役军人之家

”，使参训学员掌握业

务技能，精准、高效的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相关

工作人员到昆明进行业务能力

提升培训参训率
>= 90 % 定量指标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应建

设好“退役军人之家

”，使参训学员掌握业

务技能，精准、高效的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购置的公务用车质量验收合格

率 
= 100 % 定量指标

购置的公务用车质量验

收合格率达到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保持综合服务大厅整洁 = 每日保持大厅卫生 天 定性指标 综合服务大厅整洁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简化及缩短来访人员办事流程

及天数 <= 1 天 定量指标

 简化办事流程 、缩短办

事天数（来访人员办事

反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优抚对象关爱感  = 400 人 定量指标
历年优抚对象疗养感受

反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培训结束后对培训对象

进行满意情况回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 定量指标
来访办事人员办事满意

度反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85 % 定量指标
历年优抚对象疗养感受

反馈 

  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原始注册财政

补助资金

 遵照国家 《基金会管理条例 》和《云

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章程 》规

定，按照基金会上年末净资产余额与

公益支出的比例要求 ，完成至少 400万

元的公益支出任务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始财政注入资金金额 =  2500 万元 定量指标  省人民政府批准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原始财政资金注入时限  <= 2021年12月底 月 定量指标 基金会管理规定要求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吸引社会资金注入 >= 100 万元 定量指标 基金会运营要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原始资金账户单位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原始资金账户单位满意

度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工资人员数量 。工

资福利包括 ：行政人员

工资、社会保险 、住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事业编）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

。工资福利包括 ：事业

人员工资、社会保险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2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 （单

位）离（退）休人员数

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

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

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一般公用经费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在

职人数情况 。在职人数

主要指办公 、会议、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物业管理面积 >= 155.91 平方米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实际物业管理

面积。物业管理的面积

数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 = 0 辆 定量指标

反映公用经费保障部门

（单位）正常运转的公

务用车数量 。公务用车

包括编制内公务用车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正常

运转情况。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 只减不增 定性指标

反映各部门 “三公”经

费只减不增的要求完成

情况。“三公经费 ”变

动率=[（本年度“三公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

程度。

  社会保障缴费 （职业年金单位缴费 ）

做好本部门人员 、公用经费保障 ，按

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 ，支持部

门正常履职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行政编） = 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工资人员数量 。工

资福利包括 ：行政人员

工资、社会保险 、住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人数 （事业编） = 3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实际

发放事业编制人员数量

。工资福利包括 ：事业

人员工资、社会保险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人员数 = 29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 （单

位）离（退）休人员数

量。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

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

对工资福利发放的满意

程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

（单位）履职情况的满

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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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

服务中心）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成本性支出项目专项经

费
530000210000000023841

做好本部门正常运转，支持部门正常

履职，建设好省级退役军人服务中落

实各项部门职责。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值

得倍加关心、倍加爱护，各级服务中

心做到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

经费、有场所、有保障，加强队伍建

设，建设好“退役军人之家”，解决

退役军人政策落实、服务保障“最后

一公里”问题，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要加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

确保他们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能够提

供专业化、亲情化服务。确保全省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的服务管理精

准细致、便捷高效、有质量、有保障

、有效能的服务全省退役军人、维护

好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增强退役军人荣誉

感、归属感、获得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中心职工数 =  39 人 定量指标 中心2021年职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部门运转 =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运转

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单位人员对非税收入用

于部门运转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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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 2 3 4 5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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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计量
单位

数量
面向中小
企业预留

资金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经
营收益

财政专户管
理的收入

单位自筹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
心）

21.32 21.32 21.32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管理专项经费 小轿车 A02030501 轿车 辆 1 20.00 20.00 20.00

  一般公用经费 复印纸 A090101 复印纸 元 60 1.02 1.02 1.02

  一般公用经费 印制文件头 C08140199 其他印刷服务 元 30,000 0.30 0.30 0.30

合  计 21.32 21.32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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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 单位：万元

预算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代码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所属服务

类别

所属服务

领域

购买内容

简述

资金来源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

国有资本经

营收益

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

入

单位自筹

小计 本级财力 专项收入
执法办案

补助

收费成本

补偿

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

收入

上年结转 小计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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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省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项目）

资金来源 地区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昆明 昭通 曲靖 玉溪 红河 文山 普洱 西双版纳 楚雄 大理 保山 德宏 丽江 怒江 迪庆 临沧 宣威 腾冲 镇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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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
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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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新增资产配置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 资产类别 资产分类代码.名称 资产名称
计量单

位

财政部门批复数（元）

数量 单价 金额

1 2 3 4 5 6 7 8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118 319,5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通用设备 2010104 台式电脑 台式计算机 台 2 6,000.00 12,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通用设备 2010105 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 台 19 9,000.00 171,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通用设备 201060101 A4黑白打印机 A4黑白打印机 台 2 1,500.00 3,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通用设备 2310701 电话机 电话机 部 9 200.00 1,8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020002 办公桌（处级及以
下）

办公桌 张 19 2,500.00 47,5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030002 办公椅（处级及以

下）
办公椅 把 19 800.00 15,2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040002 三人沙发 三人沙发 张 9 2,000.00 18,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050102 文件柜（处级及以
下）

文件柜 个 18 1,000.00 18,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0502 保险箱（密码文件柜） 保密柜 个 3 3,500.00 10,5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9900 其他家具用具 大茶几 张 9 1,000.00 9,000.00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云南省荣誉军人服务中心）
家具、用具、装具及

动植物
6019900 其他家具用具 茶水柜 个 9 1,500.00 13,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