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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 2021 年部门决算报表填报说明

根据省厅部门决算编报培训视频会议的有关精神，结合我县实

际，我们本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培训、注重分析”的原则，

首先要求纳入部门决算的单位财务人员与各业务股室做好对账工作，

并将报表要求及审核要点通知给各部门，要求各部门严格认真填报整

套报表。事后对各单位的报表数据进行严格审核，认真分析，对每一

笔财政拨款进行了全面核对，真正做到了部门决算编制工作的正确性

与完整性，我县部门决算报表于 1月 17 日编报完成，现将 2021 年绛

县部门决算的汇编工作填报情况说明如下：

一、决算汇编基本情况

（一）机构情况说明。

2021 年度，纳入本县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134

个,比上年减少 5 户：

1、 减少单位情况

主代码 名称 减少原因

4085411420 绛县古绛镇中杨初级中学校 2 单位撤销

4085408520 绛县冷口乡初级中学校 2 单位撤销

4085409320 绛县大交镇初级中学校 2 单位撤销

4085411340 绛县么里初级中学校 2 单位撤销

6802454570 绛县红山学校 2 单位撤销

2、与上年对比情况

项目 数量 比上年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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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合 计

一、按单位基本性质

行政单位 53

事业单位 81 -5

其他

二、按执行会计制度

政府 134 -5

民间非营利组织

企业

其他

三、按预算管理级次

省级单位

地（市）级单位

县级单位 124 -5

乡镇级单位 10

四、按事业单位分类 —

行政类 8 —

公益一类 57 —

公益二类 5 —

生产经营类 1 —

暂未明确类别 10 —

2021 年度，本地区部门决算汇编户数共 134 个，比上年减少 5

个，分类说明如下：

项目 数量

比上

年增

减

变动原因说明

合 计 152 -5 机构改革，单位合并,学校撤销。

一、单户表 134 -5 机构改革，单位合并,学校撤销。

二、行政单位汇总录入表

三、事业单位汇总录入表

四、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汇

总录入表

五、乡镇汇总录入表

六、其他单位汇总录入表

七、经费差额表

八、调整表

九、叠加汇总表 18

二、基础数据核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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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拨款核对情况

各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654374995.95

元，比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少 65341.12 元，具体科目是 23303 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因为系统原因保存不了。

各单位本年度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39789950.57 元，与财政

部门拨款对账单核对一致。

各单位本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68053.95 元，与

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核对一致。

2、预算外资金核对情况

各单位本年度缴入财政专户预算外资金 606 万元，与财政部门预

算外财政专户对账单核对一致。

三、 公式审核情况

2021 年度共审核 134 个单位（不包含封面汇总单位），所有报

表，包括基本平衡审核公式、核实性审核公式、逻辑性审核公式。

1、不存在基本平衡审核公式和逻辑性审核公式。

2、存在核实性审核问题 129 户 788 条。

（一）公式审核。
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一、审核公式 788 条

1.表间公式

F0-1371 14条
一般情况下，移

交社保的离退休

人员不应为 0

绛县能源局出错说明：机构改革后新成立单位，

2021 年没有离退休人员；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

载车辆协调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无退休人员；

绛县晋都文化园出错说明：单位没有退休人员；

绛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成立

于 2017 年，无退休人员；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出错说明：我园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无退休人

员； 绛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机构改

革后新成立单位，2021 年没有离退休人员；绛

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本单位没有退休人员；

绛县卫生技术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无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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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员；绛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

本年度单位无退休人员；绛县农村养老保险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没有退休人员；绛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出错说明：机构改革后新成立

单位，没有社保基金发放退休费的退休人员。

退役士兵退休费由本单位发放；绛县迴马岭革

命教育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为机构改革后新成

立单位，没有退休人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绛县委员会出错说明：本单位没有退休人员；

绛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没有

退休人员。

2.表内公式

A240 2 条

如果年初预

算数、调整预

算数各行各

栏≠0，则各

行各栏≥100

绛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出错说明：单位上年

度结转资金在财政收回额度后，只有 24.75 元

机关运行经费未收回，由本年度列支，故造成

年初调整预算数<100 元；绛县工商业联合会出

错说明：单位上年度结转资金在财政收回额度

后，只有 36 元职工医疗费未收回，由本年度列

支，故造成年初调整预算数<100 元。

A241 1 条

如果年初预

算数、调整预

算数各行各

栏≠0，则各

行各栏≥100

绛县大交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单位上年度结

转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确为 3.39 元，由本年度

列支，故调整年初调整预算数<100 元。

F246 28 条

如果年初数

不为 0,则决

算数也不为

0,反之亦然，

如果确属追

加或追减，只

需说明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

不做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

预算外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第

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幼儿园保育费属于事业收入，不纳入年初

预算；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事业收

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古绛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占地补偿款没有年初预算；绛

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中央企业及原中

央企业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果业发展中心出错说明：

上级基金专款运财农[2021]59 号《关于下达

2021年药茶产业发展市级资金的通知》60万元，

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出错说

明：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为新增市级配套衔接

资金 8177474.9 元；新增乡镇保洁员与转运员

工资 1681200 元没有年初预算；绛县医疗集团

古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收入没有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人民医院出错说明：

事业收入为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数；绛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错说明：事业收

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出错说明：事业收入没有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中医医院出错说明：

事业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

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事业收

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

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骨科医院出错说明：

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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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

错说明：决算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没有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

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

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

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

错说明：事业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

绛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

疗集团大交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

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安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收入没有

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

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

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郝庄乡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没有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保障局出错说明：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救助资金预算为当年追加经费，没有年初

预算；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政府性基

金，是上级拨款，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民政局

出错说明：上级拨入敬老院建设和日间照料中

心改造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追加。

F247 31 条

如果年初数

不为 0,则决

算数也不为

0,反之亦然，

如果确属追

加或追减，只

需说明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下达 2020

年新入系统服务业企业奖励经费为省级专款，

年初未做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

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追加上级专款运财建

〔2021〕053 号文件《关于下达新基建和基建配

套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绛县境

菏宝高速连接线改造工程前期工作投资20万元

为省级基建项目，此项目资金没有年初预算。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上级拨付节能改造项目资金和冬季清洁取暖补

助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

拨款。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

错说明：上级拨付乡村环境治理资金没有年初

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上级拨付

农房修缮补助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财政拨款。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

级）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市政工程项目资金没

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

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出错说明：第一书记工作

经费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

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李金生退休

人员烤火费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

政拨款。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专

项整治检查调整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

错说明：机构改革科技职能并入，结转资金归

集划入，故没有年初预算。绛县工业信息化和

科技局出错说明：机构改革科技职能并入，结

转资金归集划入，故没有年初预算。绛县工业

信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国企注册资本金、

国有企业人员培训等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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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错说明：上级转款给予入限企业奖励资金没有

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市级市

场主体培育专项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大交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本校少年宫经费上年结转 3.39 元，由本年

度列支，故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横水镇中心学

校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少年宫经费 152 元，故

今年不做年初预算。绛县大交镇人民政府出错

说明：土地补偿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

加财政拨款。绛县冷口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追加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没有年初预算，后确

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

错说明：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企业下放企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

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

错说明：追加为西晋峪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没

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

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西晋峪村道路提升

改造工程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

拨款。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园区人

员工资经费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

政拨款。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征地

补偿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

绛县横水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高速引道拓宽

项目征地补偿费用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财政拨款。绛县南凡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生活污水处理站项目征地补偿款没有年初预

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林业局出

错说明：上年结转森林公安支出资金，由本年

度列支，故该项目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林业局

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完善退耕还林 10251、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 137082 和本年其他收入

（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 27514.1+17760），

由本年度列支，故没有年初预算。绛县果业发

展中心出错说明：上级基金专款运财农

[2021]59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药茶产业发展市

级资金的通知》60 万元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

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出

错说明：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为新增市级配套

衔接资金 8177474.9 元；新增乡镇保洁员与转

运员工资 1681200 元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人民医院出错说明：上

年结转资金由本年度列支，故该项目资金没有

年初预算。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

关工委工作经费、关工委征订 2022 年《中华魂

读本》资金为上年结余额度，年初未做预算；

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老年书画协

会经费为上年结转资金，本年未做预算绛县医

疗保障局出错说明：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救助资金预算为当年

追加经费，故无年初预算数。绛县残疾人联合

会出错说明：其他支出为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

政拨款。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预算调整车补

指标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

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上级拨入敬老院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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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日间照料中心改造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

当年追加财政拨款。中共绛县县委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国库集中支付结余结转项目

（2020）－－农村第一书记工作经费为当年追

加经费，所以无年初预算。绛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出错说明：中央安可替代工程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为上级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财政拨款。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出错说明：2021 年第一批、第二批少数民族扶

贫资金为本年追加资金，年初无预算。绛县财

政局（本级）出错说明：功能科目调整，年初

未做预算，后确为财政追加资金。绛县国际金

融组织贷款项目发展中心出错说明：世行贷款

林业五期项目支出年初未做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财政拨款支出。中共绛县县委宣传部（本

级）出错说明：运财教［2021］36号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

助资金预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项目）

的通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费用没有

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中共绛

县县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贫困村第一书记

工作经费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

拨款。中共山西省绛县县委办公室出错说明：

工作经费（存量）为上年结转资金，没有年初

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F248 22 条

如果年初数

不为 0,则决

算数也不为

0,反之亦然，

如果确属追

加或追减，只

需说明。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追加上级专款运财

建〔2021〕053 号文件《关于下达新基建和基建

配套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绛县

境菏宝高速连接线改造工程前期工作投资20万

元为省级基建项目，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

说明：发改委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

宿费等预算外资金不做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

实验中学出错说明：2110.56 为 2020 年年末结

转资金和 2021 年预算外收入返还款，预算外没

有年初预算。绛县山冲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

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

绛县南樊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

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

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公用经费没有年

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陈村

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幼儿园保育费属于事业

收入，不纳入年初预算。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安峪镇中心学校

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没有年初预算，后确为

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水务局出错说明：基

建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出未做年初预算，

2814537.35 元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支出。绛

县医疗集团古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

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人民医院

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为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中医医院出错说

明：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

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事业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绛县医疗集团横水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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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骨科医院

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无

年初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

明：决算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

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

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医疗集团安

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

其他支出为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没

有年初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绛县

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基本建设支出为上年

度结转结余资金，所以无年初预算。

F254 37 条

一般情况下，

单位财政拨

款调整预算

数（即全年预

算数）应大于

等于年初预

算数。

绛县晋都文化园出错说明：本年度辞职一人，

年末核减预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乡村环境治理 434 万元，年末核减 340

万元，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农

业综合开发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机构改革，

单位并入农业农村局，减少开支，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出错说明：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复杂，相关工作

开展但未完善印证材料，轻工大楼承包人欠款

预算指标未使用，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

数。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专项整

治整改项目，项目支出调减，退休一人调减，

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中共绛县县委

党校出错说明：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教师外出

培训学习减少、相应减少年初预算的支出，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教育局（本

级）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包含各中小学未分配

资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古

绛镇城关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单位年初预算

包括十三月奖金等，年末未拨付，故调减预算

数，造成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古

绛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学校布局调整，

学生和老师人数都减少，导致预算调整数减少，

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南凡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 9 月学校撤并，各项

经费支出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卫庄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有退

休教师和人员调整，调减预算数，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错

说明：教师调出退休撤点并校支出减少，故调

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古绛镇中心学

校出错说明：本年退休教师人数多，在职人员

减少，经费支出减少，调减预算，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县直初级中学校出错

说明：十三月奖金年初有预算，本年未拨付，

年末调减，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因年初预算了维

修资金，后该项目资金未使用，故调整预算数

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卫庄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年初有预算的 2021 年的一次性奖金，实际

支出没有，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

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2021 年有人员调出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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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休，高一年级招生人数也减少，所以预算多，

调整决算数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教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本年退休教师人

数多，在职人员减少，经费支出减少，调减预

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职业

中学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有奖金，本年未支出。

另外本年使用上年结转各项保险配套款，故调

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安峪镇初级中

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有退休教师和人员调整，

调减预算数，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么里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教师退休调出，

学生人数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有十

三月奖金，年末财政未拨付，故调整预算数小

于年初预算数。绛县郝庄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十三月奖金等，年末财政未拨付，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第三实验小

学校出错说明：年初有预算 2021 年年终一次性

奖金，但是在2021年没有支出年终一次性奖金。

另外今年支出有用的去年结转的各项保险的

钱，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水务

局出错说明：基金类专项收入年初预算多，后

确为本年调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绛县失业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由于

人员调动，实际支出比预算少，故调整预算数

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服务

中心出错说明：由于人员调动，实际支出比预

算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企

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单位年初

预算为 40722900 元，后确为当年调减财政拨款

收入，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综

合检验检测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0 年 1 月

份调走 1 人，年初预算的工资和保险增加，所

以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预算数。中共绛

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出错说明：严格按照国

家八项规定厉行节俭，调减预算，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妇女联合会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为 678800 元，后确为调减财政拨款收

入，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出错说明：严格按照国家八项规定

厉行节俭，调减预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

预算数。中共绛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多，后确为财政调减，故调整预算数

小于年初预算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绛县委

员会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多，后确为预算调减，

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财政国库

支付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1 年度人员有减

少，调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中共山西省绛县县委办公室出错说明：严格按

照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俭，调减支出，故调整

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本年度因疫情部分项目资

金年底未能支出，调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

于年初预算数。

F255 22 条
如果调整预

算数不为 0,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

不做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

预算外资金不做调整预算。绛县第一实验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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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则决算数也

不为 0,反之

亦然。

园出错说明：2233723.93 是事业收入，事业收

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幼儿园保育费属于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

算。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事业收入

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古绛

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收入不做调整预

算。绛县人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事业收

入为医疗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

预算。绛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错说明：事业

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

县中医医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

绛县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

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横水镇

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预算调整。绛县骨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

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无调整预算。绛县医

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医疗

收入，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

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

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

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

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大交镇

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收入不做调整

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安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

本年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冷

口乡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

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

算调整。

F257 10 条

如果调整预

算数不为 0,

则决算数也

不为 0,反之

亦然。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

不做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

错说明：幼儿园保育费属于事业收入，不做调

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古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

说明：医疗收入不做调整预算。绛县人民医院

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为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中医医院出错说

明：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

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事业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绛县骨科医院

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无

调整预算。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

明：决算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没有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

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

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绛县医疗集团安

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调整预算。

F261 37 条

一般情况下，

支出调整预

算数应大于

等于决算数。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出错说明：环境保

护管理事务和污染防治项目使用其他收入资

金，不在调整预算中填列。绛县自然资源局出

错说明：我单位其他收入54万元当年未做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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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不做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其他收入不做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

预算数。绛县教育局（本级）出错说明：中、

高考财政返还资金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

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

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不做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实验中

学出错说明：预算外资金年初没有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教师进修学

校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

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一实验幼儿

园出错说明：事业收入 2233723.93 元和其他收

入 45429.41 元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

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调整预算数包含其他收入，造成决算支出

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

说明：调整预算数里不包括事业收入数，即事

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文化和旅游局出错说明：存量

资金不录入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本年

度有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农村经济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4504116 为其他资金，其他收

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水务局出错说明：农林水支出含其

他收入，其他收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

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林业局出错说明：

2021 年其他收入（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年

初不做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林业局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完善退耕还林

10251、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 137082 和本年

其 他 收 入 （ 2018 年 新 一 轮 退 耕 还 林

27514.1+17760）均不做年初预算，造成决算支

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本级)出错说明：4280000 为厂矿职工医院修缮

费，非本年财政拨款，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古绛镇中心卫生院出

错说明：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人民医

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事业收入为医疗收入，

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出错说明：其他收入不纳入年初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中医医院出

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事业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预算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骨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无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

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无调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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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

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

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决算，造成决算支出数

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

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

入不做年初预算和预算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

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年初不做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大交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调整预算数包

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

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

疗集团安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收入不做

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卫生院出错说

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卫生院出错说明：

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预算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活动中心阵

地建设及设施配套资金由其他收入列支，不做

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其他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

调整预算数。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错说明：

出支中包含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41300，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

调整预算数。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错说明：

本年度收组织部拨非公联合党组织工作经费

186731.73 元，没有预算，这部分资金本年度支

出 25527.18 元。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错说明：本年

收到绛县公安局拨辅警工资51374.52元为其他

收入，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应急管理

局出错说明：中央抗旱专项资金 146060 元为本

年度存量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F262 37 条

一般情况下，

支出调整预

算数应大于

等于决算数。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出错说明：环境保

护管理事务和污染防治项目使用其他收入资

金，不在调整预算中填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自然资源局出错说明：我

单位其他收入 54 万元当年未做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自然资源局出错

说明：我单位其他收入 54 万元当年未做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其他收入

不做调整，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教育局（本级）出错说明：中、高考财政

返还资金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

调整预算数。绛县教育局（本级）出错说明：

中、高考财政返还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

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教

育局（本级）出错说明：中、高考财政返还资

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

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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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费等预算外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中学出

错说明：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不做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

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

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

预算外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

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实验中学出错

说明：预算外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教师进

修学校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

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

县教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差额为

事业收入返还经费，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一实

验幼儿园出错说明：差额为事业收入返还经费，

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

差额为事业收入返还的经费，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差额为本年的

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

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陈村镇中心学

校出错说明：调整预算数包含其他收入，不做

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调

整预算数包含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

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

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幼儿园保育费属于

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

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二实验幼儿

园出错说明：调整预算数里不包括事业收入数，

即事业收入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

调整预算数里不包括事业收入数，即事业收入

不做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调整预算

数里不包括事业收入数，即事业收入不做调整

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

文化和旅游局出错说明：存量资金不做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有其

他收入，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农村经

济服务中心出错说明：4504116 为其他资金，其

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

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水务局出错说明：

项目支出含其他收入，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林业局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完善退耕还林

10251、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 137082 和本年

其 他 收 入 （ 2018 年 新 一 轮 退 耕 还 林

27514.1+17760）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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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局(本级)出错说明：4280000 为厂矿职工

医院修缮费，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古

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古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

明：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古

绛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医疗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人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事业

收入为医疗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

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

县人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事业收入为医

疗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人民医

院出错说明：决算包含事业收入为医疗收入，

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出错说明：包含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1

年有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出错说明：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中医医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中医医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

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

本单位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收入包含医疗收

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陈

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事业收入不做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

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出错说明：

本单位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

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

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

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

横水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

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

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骨科医院

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

调整预算数。绛县骨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

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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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

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

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

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卫

庄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

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

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

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

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

错说明：决算数中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

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

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错

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

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

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错说明：

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决

算数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

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眼科医院出错说

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眼科医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

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团大交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收入

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大交镇中心卫生

院出错说明：本年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

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

县医疗集团大交镇中心卫生院出错说明：事业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

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安峪镇卫生

院出错说明：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

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

疗集团安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

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

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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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安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

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安

峪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

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

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

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

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卫生

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

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

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卫生院出

错说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

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

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冷口乡卫生院出错说

明：决算数包含医疗收入，医疗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卫生院出错说明：

本年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郝

庄乡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包含事业收入，

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

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

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医疗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卫生院出错说明：决算数

包含事业收入，事业收入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

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中共

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活动中心阵地建

设及设施配套为本年度存量资金，不做年初预

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

数。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其他收入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错说明：支出中

包含非同级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41300，不做年初

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

算数。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错说明：本年度

收 组 织 部 拨 非 公 联 合 党 组 织 工 作 经 费

186731.73 元，没有预算，这部分资金本年度支

出 25527.18 元不做年初预算和调整预算，造成

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绛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出错说明：本年收到绛县公安局拨辅

警工资 51374.52 元为其他收入，不做年初预算

和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绛县应急管理局出错说明：中央抗旱专项资金

146060 元为本年度存量资金，不做年初预算和

调整预算，造成决算支出数大于调整预算数。

F385 6 条

如果年初预

算数不为 0,

则决算数也

不为 0,反之

亦然，如果单

位有特殊情

况，需说明。

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占地补偿款年

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古绛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企业下放企

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年初无预算，

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果业发展中心出错说明：

上级基金专款运财农[2021]59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药茶产业发展市级资金的通知》60万元

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扶贫开发

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为新

增市级配套衔接资金 8177474.9 元；新增乡镇



17

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保洁员与转运员工资 1681200 元年初无预算，

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医疗保障局出错说明：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救助资金预算为当年追加经费，故无年初

预算数。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政府性

基金，是上级拨款，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上级拨入敬老院

建设和日间照料中心改造资金年初无预算，后

确为当年追加。

F386 31 条

如果年初预

算数不为 0,

则决算数也

不为 0,反之

亦然，如果单

位有特殊情

况，需说明。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下达 2020

年新入系统服务业企业奖励经费为省级专款，

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交通运输

局出错说明：追加上级专款运财建〔2021〕053

号文件《关于下达新基建和基建配套专项资金

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绛县境菏宝高速连

接线改造工程前期工作投资20万元为省级基建

项目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上级拨

付节能改造项目资金和冬季清洁取暖补助资金

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上级拨付乡

村环境治理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上级拨付农房修缮补助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

为当年追加。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

级）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市政工程项目资金年

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城镇集体工

业联合社出错说明：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年初无

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出错说明：李金生退休人员烤火费年初无预

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出错说明：专项整治整改项目，年初无预算，

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

错说明：机构改革科技职能并入，年初无预算，

后确为当年合并单位后归集调入。绛县工业信

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机构改革科技职能并

入，年初无预算，结转资金归集划入。绛县工

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国企注册资本金、

国有企业人员培训等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企

业奖励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

县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上年结转市

级市场主体培育专项资金，此项资金无年初预

算。绛县大交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校年初

未预算少年宫经费，上年结转 3.39 元，故年初

无预算。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上年

结转少年宫经费 152 元，故今年不做年初预算。

绛县大交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土地补偿年初

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冷口乡人民政

府出错说明：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年初无预算，

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错说

明：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企业下放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西晋峪

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

追加。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西晋峪

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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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追加。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园区人

员工资经费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

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征地补偿款年初

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横水镇人民政

府出错说明：高速引道拓宽项目征地补偿费用

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南凡镇人

民政府出错说明：生活污水处理站项目征地补

偿款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林业

局出错说明：上年结转森林公安专项资金

2656.8 年初无预算。绛县林业局出错说明：上

年结转 2020 年完善退耕还林 102501 元和 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 137082 元，年初无预算。绛

县果业发展中心出错说明：上级基金专款运财

农[2021]59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药茶产业发展

市级资金的通知》60 万元年初无预算，后确为

当年追加。绛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出错说明：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为新增市级配套衔接资金

8177474.9 元；新增乡镇保洁员与转运员工资

1681200 元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

人民医院出错说明：政府性基金拨款为上年结

转，故没有年初预算。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

出错说明：关工委工作经费、关工委征订 2022

年《中华魂读本》资金为上年结转额度，年初

无预算。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老

年书画协会经费为上年结转资金，年初无预算。

绛县医疗保障局出错说明：2021 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为当年追加经费，年初无预算。绛县残疾人联

合会出错说明：其他支出为残疾人托养服务设

施建设项目，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预算调整车补指标年初

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民政局出错说

明：上级拨入敬老院建设和日间照料中心改造

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中共绛县

县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国库集中支

付结余结转项目（2020）－－农村第一书记工

作经费为当年追加经费，年初无预算。绛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出错说明：中央安可替代工程转

移支付资金项目为上级资金，年初无预算，后

确为当年追加。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出错说明：2021 年第一批、第二批少数民族扶

贫资金为本年追加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

当年追加。绛县财政局（本级）出错说明：功

能科目调整，年初未做预算，后确为财政追加

资金。绛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发展中心出

错说明：世行贷款林业五期项目支出年初未做

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财政拨款。中共绛县县

委宣传部（本级）出错说明：运财教［2021］

36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项目）的通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费用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中

共绛县县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贫困村第一

书记工作经费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中共山西省绛县县委办公室出错说明：中央安

可替代工程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为上级资金，年

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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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F387 9 条

如果年初预

算数不为 0,

则决算数也

不为 0,反之

亦然，如果单

位有特殊情

况，需说明。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追加上级专款运财

建〔2021〕053 号文件《关于下达新基建和基建

配套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绛县

境菏宝高速连接线改造工程前期工作投资20万

元为省级基建项目，年初无预算。绛县横水镇

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年初未做

预算。绛县山冲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年

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南樊镇初级

中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年初无预算，后

确为当年追加。绛县第一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

发改委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

县安峪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发改委资金年初

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绛县水务局出错说

明：基建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出未做年初预

算，2814537.35 元确为本年追加财政拨款。绛

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残疾人托养服务设

施建设项目，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年追加。

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基本建设支出为

上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年初无预算，后确为当

年追加。

F392 37 条

一般情况下，

单位全年预

算数（即调整

预算数）大于

等于年初预

算数。

绛县晋都文化园出错说明：本年度辞职一人，

年末核减预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乡村环境治理 434 万元，年末核减 340

万元，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农

业综合开发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机构改革，

单位并入农业农村局，减少开支，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出错说明：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复杂，相关工作

开展但未完善印证材料，轻工大楼承包人欠款

预算指标未使用，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

数。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专项整

治整改项目，项目支出调减，退休一人调减，

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中共绛县县委

党校出错说明：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教师外出

培训学习减少、相应减少年初预算的支出，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教育局（本

级）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包含各中小学未分配

资金，后确为财政调减，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

初预算数。绛县古绛镇城关初级中学校出错说

明：单位年初预算包括十三月奖金等，年末未

拨付，调减预算数，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绛县古绛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学校布局调整，学生和老师人数都减少，导致

预算调整数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

数。绛县南凡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 9

月学校撤并，各项经费支出减少，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卫庄镇初级中学校出

错说明：本年度有退休教师和人员调整，故调

减预算数，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

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教师调出退休撤

点并校支出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

数。绛县古绛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年退休

教师人数多，在职人员减少，经费支出减少，

调减预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

县县直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十三月奖金年初

有预算，本年未拨付，年末调减，故调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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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出错

说明：因年初预算了维修资金，后未使用，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卫庄镇中心

学校出错说明：年初有预算的 2021 年的一次性

奖金，实际支出没有，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

预算数。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教师调出人

员支出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教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本年退休教师人

数多，在职人员减少，经费支出减少，调减预

算，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职业

中学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有奖金，本年未支出。

另外本年使用上年结转各项保险配套款，故调

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安峪镇初级中

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有退休教师和人员调整，

调减预算数，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么里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教师退休调出，

学生人数减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有十

三月奖金，年末财政未拨付，故调整预算数小

于年初预算数。绛县郝庄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十三月奖金等，年末财政未拨付，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第三实验小

学校出错说明：年初有预算 2021 年年终一次性

奖金，但是在2021年没有支出年终一次性奖金。

另外今年支出有用的去年结转的各项保险的

钱，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水务

局出错说明：基金类专项收入年初预算多，后

确为本年调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绛县失业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由于

人员调动，实际支出比预算少，故调整预算数

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服务

中心出错说明：由于人员调动，实际支出比预

算少，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企

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单位年初

预算为 40722900 元，后确为当年调减财政拨款

收入，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综

合检验检测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0 年 1 月

份调走 1 人，年初预算的工资和保险增加，所

以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预算数。中共绛

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出错说明：严格按照国

家八项规定厉行节俭，压减支出，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妇女联合会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为 678800 元，后确为调减财政拨款收

入，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出错说明：严格按照国家八项规定

厉行节俭，压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

预算数。中共绛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出错说明：

单位本年度退休一人，年初预算多，后人员减

少经费支出相应减少，调减支出，故调整预算

数小于年初预算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绛县

委员会出错说明：单位本年度调出一人，年初

预算多，后人员减少经费支出相应减少，调减

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绛县财

政国库支付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1 年度人

员有减少，经费支出相应减少，调减支出，故

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中共山西省绛县

县委办公室出错说明：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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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厉行节俭，压减支出，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

预算数。绛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

明：本年度因疫情部分项目资金年底未能支出，

故调整预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F730 1 条

助学金科目

一般为学校

使用科目，其

他部门使用

205 类科目

请注意核实，

并说明。

绛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我中心对全

县建档立卡中，接受中职中技、高等职业教育

的在校学生，每生每年给予 3000 元的补助；对

全县建档立卡中，当年考入二本 B 类以上本科

院校大学生，每生给予一次性 5000 元的补助。

A828 1 条

工资福利支

出中“其他”

所占比重超

过 30%，需说

明具体构成。

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幼儿园在职教

师 41 人，长聘教师将近 70 人，幼儿园的发展

离不开长聘教师，故其他工资福利支出超出比

重。

A829 2 条

商品和服务

支出中“其

他”所占比重

超过 30%，需

说明具体构

成。

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返还费用、

生均公用经费、后勤支出增加费用。绛县教师

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支付保洁工资、个税申报

服务费、2020 电大招生学费等。

A932 31 条

工资福利支

出中“其他”

所占比重超

过 30%，需说

明具体构成。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公益岗

补助及门房工资。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

出错说明：支付工勤人员工资。绛县融媒体中

心出错说明：本单位本年度 15名长期聘用人员

工资。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特岗

教师工资补发及保险配套。绛县大交镇中心学

校出错说明：本校新增特岗教师工资及各项保

险均在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绛县南凡镇中心学

校出错说明：今年特岗教师人数增加，所有工

资在其他福利支出。绛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错

说明：特岗教师工资及单位配套资金支出。绛

县中学出错说明：课时绩效，后勤人员工资，

班主任绩效。绛县晋机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增

加特岗教师及工资、边远山区补贴等。绛县实

验中学出错说明：本年有班主任津贴，课时补

助，教师节奖励，所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

多。绛县职业中学出错说明：新增教师 1 人，

长聘教师 11 人，补发工资及工资支出在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科目中。绛县安峪镇初级中学校出

错说明：本年度增加特岗教师和退休教师补贴。

绛县么里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师工资

及保险配套。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

新增加特岗教师工资及各类保险财政配套。绛

县郝庄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师工资在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

说明：幼儿园在职教师 41 人，长聘教师将近 70

人，幼儿园的发展离不开长聘教师，故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超出比重。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

错说明：我园共有教职工 103 人，其中长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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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课教师 45 人，工资支出在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科

目中。绛县安峪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

师工资及保险财政配套资金。绛县陈村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

支部的补助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

县林业局出错说明：天保管护员和公益林管护

林工资。绛县农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

协办员工资。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错说明：

长期聘用人员的工资，在工作经费项目中其他

工资福利发放。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错

说明：公安局拨辅警工资支新聘辅警27人工资，

2021 年公安交通管理省级补助资金支贫困民警

1人补助，人民警察执勤岗位津贴与警察加班补

贴及执勤岗位津贴支14名民警执勤、加班补助，

辅警工资支单位 98 名辅警人员工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绛县委员会出错说明：其

他工资福利支出为长期聘用人员工资。中共绛

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出错说明：清真食品监

督人员工资。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加

班补贴和辅警工资通过其他工资福利支出，超

过工资福利的 30%。中共绛县县委宣传部（本级）

出错说明：支补发高级人才补贴。中共绛县县

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长期聘用人员和网格

长工资在其他工资福利中列支。绛县信访局出

错说明：单位新增见习生 1 人，工资在其他工

资福利列支。中共山西省绛县县委办公室出错

说明：单位长期聘用人员工资、机要室夜间值

班补助等在其他工资福利中列支。绛县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本资金为单位长

期雇佣人员费用。

A933 37 条

商品和服务

支出中“其

他”所占比重

超过 30%，需

说明具体构

成。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追加县级预算运管

所汽车站玻璃幕墙工程款 22.3876 万元用于支

付拖欠工程款。上年结转疫情防控资金

0.860431 万元用于支付疫情防控开支。运城市

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出错说明：主要是污染源

普查经费，绛县 2016 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

费用.生态局工作经费，实验一小监测点改造费

用，环境检测费用，调查土壤污染调查与检测

资金，非道路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费用，

续鲁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费用，水源地

技术报告、大气、水污染防治。绛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棚户区改造

利息和本金。绛县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出错说

明：追加办公楼修缮，仿瓷涂料等支出增加。

绛县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节日慰问

老干部款和制作条幅等。绛县档案馆出错说明：

日杂用品、慰问品等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融

媒体中心出错说明：《市县动态》专栏制作费

30000元，市县两级融合媒体运维服务费293000

元，上缴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项目 35000 监

理费。绛县古绛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委托业务费放到其他商品服务支出里，故其他

商品服务支出超出比重。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

明：学费住宿费返还费用、生均公用经费、后

勤支出增加费用。绛县第三实验小学校出错说

明：今年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中有 329999.67

元的校园文化建设专款的支出。所占比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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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了 30%。绛县大交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村级管

理费年初预算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绛县卫庄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对村

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经济分类列其他商

品服务支出。绛县陈村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用于支出日杂用品、燃气费、劳务支出、清洁

劳务、接访经费、医保滞纳金。绛县冷口乡人

民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村及管理费经济分

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

出错说明：追加为环境卫生整治经费、下高池

村环境卫生治理经费、各项占地补偿款。绛县

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村级管理费年初预

算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郝庄乡

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村及管理费经济

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横水镇人民政

府出错说明：追加为涑水河临时筑坝工程资金、

治理工程资金、环境整治等资金。绛县南凡镇

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

的补助年初预算经济分类列支。绛县么里镇人

民政府出错说明：村及管理费年初预算经济分

类列支。绛县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农机工

作经费 32000 元，债务纠纷化解经费 18300 元。

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老干局困难

帮扶、慰问等资金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企业

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其他商品服

务支出为咨询服务费 6000 元及长聘人员工资。

绛县民政局出错说明：拨乡镇日间照料中心运

营补助和敬老院建设。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

错说明：其他优抚支出--优抚县级配套资金支

出。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错说明：本单位每

年度食品检测费用较大，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列支。中国共产党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错

说明：信访室补贴及巡察经费在其他商品和服

务中列支。绛县妇女联合会出错说明：山西省

财政厅提前下达2021年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

50000 元。绛县司法局出错说明：因我局业务职

能中，宣传版面、视频制作费用较多，这几项

费用属于其他品和服务支出科目，因此比重超

过 30%。绛县经济信息中心出错说明：其他商品

服务支出为本年宣传费。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

线工作部出错说明：灾情捐款、教堂维稳等资

金在其他商服中列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绛

县委员会出错说明：25000 元为党史、团史展板

费、团代会费用；4993 元为团委疫情防控日杂

费、慰问贫困儿童食品费、慰问志愿者副食款；

31864 元为团委志愿者活动日杂用品费、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宣传手册费等。绛县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项目发展中心出错说明：72128.72 元为

世行贷款林业五期项目资金、70754.05 元为世

行贷款林业五期项目还本付息、1000 元为收货

工作经费。中共绛县县委宣传部（本级）出错

说明：绛县宣传片拍摄 40 万元、运城日报绛县

专版费用 20 万元、"星级文明户”创评工作费

用 29.772 万元、宣传工作经费（2021 年）11.42

万元、扫黄打非专项资金（2021 年）10 万元、

建党一百周年文艺活动经费 10 万元。绛县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出错说明：文学艺术创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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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庆建党 100 周年百米书画长卷经费。中共绛县

县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司法救助款、综治

经费等资金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本资金为乡镇代表联

络站经费。

A934 36 条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中

“其他”所占

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结转上级专款运财

建【2020】107 号《关于下达 2020 年车辆购置

税中央补助资金（第四批）的通知》支付国三

淘汰车补助资金 116.9 万元；结转上级专款运

财建【2020】102 号《关于下达中央成品油价格

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出租车退坡资金

13.99 万元。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

出错说明：拨付煤改气住户冬季清洁取暖工程

补助资金。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教辅人员工资、班主任津贴等。绛县大交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本校班主任津补贴均预算在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绛县横水镇景云初

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包括本年 1-12 月班主任津

贴、2020 年下半年班主任津贴及 2021 年山区补

助。绛县南凡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年班主

任津补贴均在其他队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里支

出。绛县卫庄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津贴。绛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错

说明：学校教师班主任津贴奖励性绩效支出。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教师节表彰奖励资金。绛

县古绛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教师节表彰奖励

性绩效。绛县县直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2020--2021 年班主任津贴补贴 218000 元，其余

为教师节表彰奖励性绩效。绛县第二实验小学

校出错说明：因 2020 年退休一次性补贴和班主

任津贴都计入 2021 年，故增加了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绛县卫庄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全年班主任津贴，和 2020 年下半年班主任津

贴，奖励性绩效都在对个人和家庭中支出。绛

县华晋学校出错说明：今年支出中包含 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津贴，以及对 2020 年退休人员正

式待遇核算补差。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本

年有班主任津贴，课时补助，教师节奖励，所

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多。绛县职业中学出

错说明：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全年班主任津贴

发放。绛县山冲学校出错说明：补发 20 年和 21

年两名退休教师的一次补贴退休费。绛县安峪

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增加班主任津

贴和奖励性绩效。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主要是 2020 年下

半年班主任津贴 258000,2021 年 1--12 月班主

任津贴 486000，所占比重较大。绛县郝庄乡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退休教师一次性补贴在其他

个人和家庭补助中。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

说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包括 2020 年班主任津

贴和 2021 年班主任津贴。绛县第一实验小学校

出错说明：2020 年和 2021 年的退休一次性补贴

已全部计入 2021 年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中。

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此功能科目下

为教师奖励性绩效和班主任津贴。绛县第二实

验幼儿园出错说明：2021 年班主任津贴和教师

节奖励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科目中。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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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县第三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全年的班

主任津贴，和 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津贴，以

及全年的奖励性绩效都放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科目了。绛县安峪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

班主任津贴及奖励性绩效。绛县卫庄镇人民政

府出错说明：追加为卫庄镇因灾受损农房修缮

重建资金。绛县冷口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年

初预算村级管理费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

出。绛县郝庄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因

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县级配套资金。绛县横水

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涑水河临时筑坝

工程资金、治理工程资金、环境整治等资金。

绛县水务局出错说明：646200 元为 2021 年中央

水库扶持基金；779275.54 元为 2020 年中央财

政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

说明：今年下发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资金的任

务和资金数加大。中国共产党绛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出错说明：房屋毁坏一次性赔偿及坍塌土

崖护坡修护资金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中

列支。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出错说明：

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和民族发展资金在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中列支。绛县信访局出错说明：

国家交办信访案件等大额支出。绛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为县人大代表交通

通讯补贴。

A935 1 条

资本性支出

（基本建设）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南樊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年新增发

改委改厕资金。

A936 2 条

资本性支出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职工食堂

购置生活电气设备。中共绛县县委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我单位政府流转房完善配套

支出和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供应链建设，我单位

计入其他资本性支出。

A938 11 条

对企业补助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2021 平

抑物价补助。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年初

县级预算公交新开线路亏损 20 万元、追加公交

线路成本亏损补贴 25 万元、追加老年人免费乘

车政策性亏损补偿 50 万元、追加老年人乘车亏

损补偿资金 20 万元用于支付公交公司；追加上

级专款运财建【2021】23 号 240 万元陈村公交

站场建设用于支付公交公司。绛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拨付企业扶持

资金和双良公司集中供热补贴。绛县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单位拨付给企业的扶持

资金。绛县融媒体中心出错说明：宣传工作经

费及有线电视网络灾后抢修资金 89120 元转给

网络公司抢修款。绛县文化和旅游局出错说明：

单位拨付给企业的扶持资金。绛县卫庄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犇康养殖专业合作社资

金。绛县南凡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专

业合作社扶持资金。绛县农业农村局出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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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2021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0000000 元、

2020 年市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 305000 元。

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出错说明：

该支出为就业资金对有培训资质的企事业单位

的创业培训补贴及创业培训后续补贴。中共绛

县县委宣传部（本级）出错说明：金钱石旅游

工艺品项目补贴 20 万元。

F1131 1 条

如果是非基

建项目，则基

本建设支出

拨款数应等

于 0。

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基本建设支出用

以前年度资金支付，当年无收入。

A1429 1 条

商品和服务

支出中“其

他”所占比重

超过 30%，需

说明具体构

成。

绛县教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支付保洁工资、

个税申报服务费等。

A1534 31 条

工资福利支

出中“其他”

所占比重超

过 30%，需说

明具体构成。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公益岗

补助及门房工资。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

出错说明：支工勤人员工资。绛县融媒体中心

出错说明：本单位本年度 15名长期聘用人员工

资。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

师工资补发及保险配套。绛县大交镇中心学校

出错说明：本校新增特岗教师工资及各项保险

均在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绛县南凡镇中心学校

出错说明：本年班主任津补贴均在其他队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里支出。绛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

错说明：特岗教师工资及单位配套资金支出。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课时绩效，后勤人员工资，

班主任绩效。绛县晋机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增

加特岗教师及工资、边远山区补贴等。绛县实

验中学出错说明：本年有班主任津贴，课时补

助，教师节奖励，所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增

多。绛县职业中学出错说明：新增教师 1 人，

长聘教师 11 人，补发工资及工资支出在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科目中。绛县安峪镇初级中学校出

错说明：本年度增加特岗教师和退休教师补贴。

绛县么里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师工资

及保险配套。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

新增加特岗教师工资及各类保险财政配套。绛

县郝庄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师工资在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

说明：幼儿园在职教师 41 人，长聘教师将近 70

人，幼儿园的发展离不开长聘教师，故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超出比重。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

错说明：我园共有教职工 103 人，其中长聘代

课教师 45 人，工资支出在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科

目中。绛县安峪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特岗教

师工资及保险财政配套资金。绛县陈村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

支部的补助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

县林业局出错说明：天保管护员和公益林管护

员工资放在其他工资福利列支。绛县农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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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单位支付协办员工资

放在其他工资福利列支。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错说明：长期聘用人员的工资，在工作经费

项目中其他工资福利发放。绛县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出错说明：2021 年公安交通管理省级补

助资金支贫困民警 1 人补助，人民警察执勤岗

位津贴与警察加班补贴及执勤岗位津贴支14名

民警执勤、加班补助，辅警工资支单位 98名辅

警人员工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绛

县委员会出错说明：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为长期

聘用人员工资。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出错说明：清真食品监督人员工资放在其他工

资福利列支。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加

班补贴和辅警工资通过其他工资福利支出，超

过工资福利的 30%。中共绛县县委宣传部（本级）

出错说明：支补发高级人才补贴。中共绛县县

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长期聘用人员和网格

长工资在其他工资福利中列支。绛县信访局出

错说明：单位新增见习生 1 人，放在其他工资

福利列支。中共山西省绛县县委办公室出错说

明：单位长期聘用人员工资、机要室夜间值班

补助等在其他工资福利中列支。绛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本资金为单位长期

雇佣人员费用。

A1535 36 条

商品和服务

支出中“其

他”所占比重

超过 30%，需

说明具体构

成。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追加县级预算运管

所汽车站玻璃幕墙工程款 22.3876 万元用于支

付拖欠工程款。上年结转疫情防控资金

0.860431 万元用于支付疫情防控开支。运城市

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出错说明：主要是污染源

普查经费，绛县 2016 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

费用.生态局工作经费，实验一小监测点改造费

用，环境检测费用，调查土壤污染调查与检测

资金，非道路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费用，

续鲁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费用，水源地

技术报告、大气、水污染防治。绛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棚户区改造

利息和本金放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城镇集体

工业联合社出错说明：追加办公楼修缮，仿瓷

涂料等支出增加。绛县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

错说明：节日慰问老干部款和制作条幅等。绛

县档案馆出错说明：日杂用品、慰问品等在其

他商服列支。绛县融媒体中心出错说明：《市

县动态》专栏制作费 30000 元，市县两级融合

媒体运维服务费 293000 元，上缴市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项目 35000 监理费。绛县古绛镇勃村

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委托业务费放到其他商

品服务支出里，故其他商品服务支出超出比重。

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学费住宿费返还费用、

生均公用经费、后勤支出增加费用。绛县大交

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村级管理费放在其他商

品服务支出。绛县卫庄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年初预算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列其

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陈村镇人民政府出错说

明：用于支出日杂用品、燃气费、劳务支出、

清洁劳务、接访经费、医保滞纳金。绛县冷口

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年初预算村及管理费放

在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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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错说明：追加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市级配套资

金、垃圾处理经费、农村服务群众专项等经费

放在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

出错说明：村及管理费年初预算经济分类列其

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郝庄乡人民政府出错说

明：年初预算村及管理费经济分类列其他商品

服务支出。绛县横水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

加为涑水河临时筑坝工程资金、治理工程资金、

环境整治等资金放在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

南凡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村级管理费放在其

他商品服务支出。绛县么里镇人民政府出错说

明：村级管理费放在其他工资福利列支。绛县

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农机工作经费 32000

元，债务纠纷化解经费 18300 元。绛县农村经

济服务中心出错说明：180839.8 元为合作社股

权证印制经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工作经

费、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经费。30000

元为市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助资金。中共绛

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老干局困难帮扶、

慰问等资金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企业养老保

险管理服务中心出错说明：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为咨询服务费 6000 元及长聘人员工资。绛县民

政局出错说明：拨乡镇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补助

和敬老院建设。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错说明：

其他优抚支出--优抚县级配套资金支出。绛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出错说明：本单位每年度食品

检测费用较大，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列支。

中国共产党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错说明：信

访室补贴及巡察经费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中列

支。绛县妇女联合会出错说明：山西省财政厅

提前下达 2021 年妇女儿童工作专项资金 50000

元。绛县司法局出错说明：因我局业务职能中，

宣传版面、视频制作费用较多，这几项费用属

于其他品和服务支出科目，因此比重超过 30%。

绛县经济信息中心出错说明：其他商品服务支

出为本年宣传费。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出错说明：灾情捐款、教堂维稳等资金在其

他商服中列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绛县委员

会出错说明：25000 元为党史、团史展板费、团

代会费用；4993 元为团委疫情防控日杂费、慰

问贫困儿童食品费、慰问志愿者副食款。绛县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发展中心出错说明：

72128.72 元为世行贷款林业五期项目资金、

70754.05 元为世行贷款林业五期项目还本付

息、1000 元为收货工作经费。绛县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出错说明：文学艺术创作经费、庆建党

100 周年百米书画长卷经费。中共绛县县委政法

委员会出错说明：司法救助款、综治经费等资

金在其他商服列支。绛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出错说明：本资金为乡镇代表联络站经费。

A1536 35 条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中

“其他”所占

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结转上级专款运财

建【2020】107 号《关于下达 2020 年车辆购置

税中央补助资金（第四批）的通知》支付国三

淘汰车补助资金 116.9 万元；结转上级专款运

财建【2020】102 号《关于下达中央成品油价格

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出租车退坡资金

13.99 万元。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



29

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具体构成。 出错说明：拨付煤改气住户冬季清洁取暖工程

补助资金。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教辅人员工资、班主任津贴等。绛县大交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本校班主任津补贴均预算在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绛县横水镇景云初

级中学校出错说明：包括本年 1-12 月班主任津

贴、2020 年下半年班主任津贴及 2021 年山区补

助。绛县南凡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今年班主

任津补贴均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里支

出。绛县卫庄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津贴。绛县冷口乡中心学校出错

说明：学校教师班主任津贴奖励性绩效支出。

绛县中学出错说明：教师节表彰奖励资金。绛

县古绛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教师节表彰奖励

性绩效。绛县县直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2020--2021 年班主任津贴补贴 218000 元，其余

为教师节表彰奖励性绩效。绛县第二实验小学

校出错说明：因 2020 年退休一次性补贴和班主

任津贴都计入 2021 年，故增加了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绛县卫庄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全年班主任津贴，和 2020 年下半年班主任津

贴，奖励性绩效都在对个人和家庭中支出。绛

县华晋学校出错说明：今年支出中包含 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津贴，以及对 2020 年退休人员正

式待遇核算补差。绛县实验中学出错说明：本

年有班主任津贴，课时补助，教师节奖励，所

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多。绛县职业中学出错

说明：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全年班主任津贴发

放。绛县山冲学校出错说明：补发 20 年和 21

年两名退休教师的一次补贴退休费。绛县安峪

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增加班主任津

贴和奖励性绩效。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

明：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主要是 2020 年下

半年班主任津贴 258000,2021 年 1--12 月班主

任津贴 486000，所占比重较大。绛县郝庄乡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退休教师一次性补贴在其他

个人和家庭补助中。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

说明：幼儿园在职教师 41 人，长聘教师将近 70

人，幼儿园的发展离不开长聘教师，故其他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超出比重。绛县第一实

验小学校出错说明：2020 年和 2021 年的退休一

次性补贴已全部计入2021年的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中。绛县陈村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此功

能科目下为教师奖励性绩效和班主任津贴。绛

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2021 年班主任津

贴和教师节奖励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科

目中。绛县第三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2021 年

全年的班主任津贴，和 2020 年 7-12 月班主任

津贴，以及全年的奖励性绩效都放在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科目了。绛县安峪镇中心学校

出错说明：班主任津贴及奖励性绩效。绛县卫

庄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卫庄镇因灾受

损农房修缮重建资金。绛县冷口乡人民政府出

错说明：年初预算村及管理费经济分类列其他

商品服务支出。绛县郝庄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追加为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县级配套资金。

绛县横水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横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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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县级配套资金。绛县残

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今年下发残疾人托养服

务项目资金的任务和资金数加大。中国共产党

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错说明：房屋毁坏一次

性赔偿及坍塌土崖护坡修护资金在其他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中列支。中共绛县县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出错说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和民族发

展资金在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中列支。绛

县信访局出错说明：国家交办信访案件等大额

支出。绛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

83200 为县人大代表交通通讯补贴。

A1537 1 条

资本性支出

（基本建设）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南樊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年新增发

改委改厕资金。

A1538 2 条

资本性支出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错说明：职工食堂

购置生活电气设备。中共绛县县委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出错说明：我单位政府流转房完善配套

支出和贫困地区农特产品供应链建设，我单位

计入其他资本性支出。

A1540 11 条

对企业补助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发展和改革局（本级）出错说明：2021 平

抑物价补助。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年初

县级预算公交新开线路亏损 20 万元、追加公交

线路成本亏损补贴 25 万元、追加老年人免费乘

车政策性亏损补偿 50 万元、追加老年人乘车亏

损补偿资金 20 万元用于支付公交公司；追加上

级专款运财建【2021】23 号 240 万元陈村公交

站场建设用于支付公交公司。绛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拨付企业扶持

资金和双良公司集中供热补贴。绛县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拨付企业扶持资金。绛

县融媒体中心出错说明：宣传工作经费及有线

电视网络灾后抢修资金 89120 元转给网络公司

抢修款。绛县文化和旅游局出错说明：拨付企

业各种补助款。绛县卫庄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追加为犇康养殖专业合作社资金。绛县古绛镇

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专业合作社扶持资金。

绛县南凡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追加为专业合

作社扶持资金。绛县农业农村局出错说明：2021

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0000000 元。绛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出错说明：该支

出为就业资金对有培训资质的企事业单位的创

业培训补贴及创业培训后续补贴。

A1928 1 条

商品和服务

支出中“其

他”所占比重

超过 30%，需

说明具体构

成。

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上级下拨体育彩

票资助残疾人事业，残疾人文化等资金，多是

用于给残疾人购买服装，书籍，参加比赛前的

体检费和核酸检测费，做支出时，支出科目为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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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A1929 2 条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中

“其他”所占

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水务局出错说明：646200 元为 2021 年中央

水库扶持基金；779275.54 元为 2020 年中央财

政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绛县残疾人联合会出错

说明：今年下发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资金的任

务和资金数加大。

A1931 2 条

对企业补助

中“其他”所

占比重超过

30%，需说明

具体构成。

绛县文化和旅游局出错说明：拨付迦利亚电影

放映补助。绛县农业农村局出错说明：2020 年

市级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 305000 元。

F2224 1 条

资产数量变

动与价值变

动应有关联。

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出错说明：2020 年决算时

误把房屋面积的小数点漏掉，为了数据准确，

今年填报正确的房屋面积数。绛县第一实验幼

儿园出错说明：2020 年决算时误把房屋面积的

小数点漏掉，为了数据准确，今年填报正确的

房屋面积数。

F2225 3 条

资产数量变

动与价值变

动应有关联

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与国资股对

账，账务调整处理。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

错说明：老年大学房屋修缮资金计入固定资产。

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 2021 年处置 5辆

车，新购 5 辆车，所以价值改变，数量未变。

F2226 5 条

如果房屋价

值发生变动，

应有相应的

资本性支出

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与国资股对

账，账务调整处理。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

校出错说明：固定资产核对，本年房屋价值增

加是账上补增以前房屋面积。绛县畜牧兽医发

展中心出错说明：调拨给后勤服务中心。绛县

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出错说明：在建工程转

入固定资产。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卫生院出错

说明：房屋去年已列支资本性支出，今年转入

固定资产。

F2227 5 条

如果车辆价

值发生变动，

应有相应的

资本性支出

绛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出错说明：车辆收回，

由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统一拍卖，核销固定资产。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出错说明：公车改革，

后勤服务中心拍卖。绛县医疗集团大交镇中心

卫生院出错说明：有 1 车辆报废，核销固定资

产。绛县农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

年度 41200 元车辆已核销。绛县经济信息中心

出错说明：本年车辆价格发生变化是车辆已核

销。

F2233 16 条

单位货币资

金、银行存款

年初不应为

0，若为 0，

请核实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古

绛镇城关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

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

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

资金。绛县南凡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

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晋机学校

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

金。绛县南樊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

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么里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

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郝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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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

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残

疾人联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

款及货币资金。绛县红十字会出错说明：本单

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妇女联

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

币资金。中共绛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工

商业联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有银行存

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财政局（本级）出错说明：本单位年初没

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F2234 53 条

单位货币资

金、银行存款

年末不应为

0，若为 0，

请核实。

绛县总工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

款及货币资金。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绛县分局出

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古绛镇城关初级中

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

币资金。绛县横水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

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古绛

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大交镇中心学校出

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

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南凡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卫庄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冷

口乡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

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中学出错说明：本单位

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古绛镇中

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晋机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

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卫庄镇中心

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

币资金。绛县华晋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

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实验中学出错

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教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职业中学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山

冲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南樊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安

峪镇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

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么里镇中心学校出错

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横水镇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

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郝庄乡中心学校

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

金。绛县第一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

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陈村镇中心

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

币资金。绛县第三实验小学校出错说明：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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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安峪镇

中心学校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

及货币资金。绛县大交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卫

庄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

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陈村镇人民政府出错说

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

县冷口乡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古绛镇人民政府出

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安峪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

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郝庄乡人民政府

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

金。绛县横水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本单位年

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南凡镇人民

政府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

币资金。绛县么里镇人民政府出错说明：本单

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卫生健

康和体育局(本级)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卫生技术学校出错

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绛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队出错说明：本单

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残疾人

联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红十字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

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中共绛县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

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妇女联合会出错说明：

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迴

马岭革命教育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

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中共绛县县委党史研究

室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

资金。绛县工商业联合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

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绛县财政国库支

付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

货币资金。绛县财政局（本级）出错说明：本

单位年末没有银行存款及货币资金。中共绛县

县委政法委员会出错说明：本单位年末没有银

行存款及货币资金。

F2341 6 条

一般情况下，

离退休人员

应填列在离

退休功能科

目下。

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出错说明：

我单位离休人员未进行归口管理，仍在原主科

目“2120101”下发放离休人员工资及取暖费，

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科目下。绛县农业农村

局出错说明：我单位离休人员未进行归口管理，

仍在原主科目“2130101”下发放离休人员工资，

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科目下。绛县卫生健康

和体育局(本级)出错说明：我单位离休人员未

进行归口管理，仍在原主科目“2100101”下发

放离休人员工资，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科目

下。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出错说明：本单位

为离休干部管理单位，离休人员未进行归口管

理，仍在原主科目“2080503”下发放离休人员

工资，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科目下。绛县公

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离休人员未进行归口管

理，仍在原主科目“2040201”下发放离休人员

工资，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科目下。绛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我单位离休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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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未进行归口管理，仍在原主科目“2010101”

下发放离休人员工资，所以人员反映在主功能

科目下。

F2347 3 条

如有学生人

数，请填写，

如没有，请说

明。

绛县古绛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1-7 月学

校正常运转，8月学校撤并，学生中 7人分流到

横水初中、13 人分流至县直初中、34人分流至

城关初中，故年底决算学生数为 0。绛县教师进

修学校出错说明：我校是教师培训学校，没有

学生人数。绛县卫生技术学校 出错说明：本单

位是为医务人员培训学校，故没有学生人数。

A2414 6 条

当报表类型

≠“2”（调

整表）时，则

1栏≥2栏。

绛县交通运输局出错说明：我局经费采取包干

预算，没有造三公经费预算。单位 3 辆执法执

勤公务用车产生的三公经费在执法工作经费项

目中列支，预算数为年初预算，所以统计数大

于预算数。中共绛县县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出

错说明：我单位负责其他单位车辆运行维护，

年初预算 50 万元，当年增加预算，支出 65.68

万元，造成统计数大于预算数。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山西省绛县委员会出错说明：由于外

县政协来绛学习交流研讨次数增加，公务接待

费增加，此表预算数为单位年初预算，造成统

计数大于预算数。绛县应急管理局出错说明：

应急抗旱车保险费、检测费、维修费等支出增

加，此表预算数为单位年初预算，造成统计数

大于预算数。绛县公安局出错说明：我单位当

年购车资金为追加预算，预算数为年初预算，

所以统计数大于预算数。绛县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出错说明：本年度接待次数、人数增

加，支出增加，此表预算数为单位年初预算，

造成统计数大于预算数。

F2430 28 条

审核是否漏

报政府采购

报表，如单位

本年度无政

府采购，此项

可不填。

绛县招商引资中心出错说明：招商引资中心

2021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绛县总工会出错说

明：2021 年本单位没有政府采购。绛县城镇集

体工业联合社出错说明：本年度未开展政府采

购业务。绛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错说明：本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绛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

局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业务。绛县档

案馆出错说明：我单位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科协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古绛镇勃村初级中学校出错说明：我校本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绛县横水镇景云初级中学

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绛县教

师进修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农机发展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没有政府

采购支出。绛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出错说明：

本年度没有政府采购支出。绛县畜牧兽医发展

中心出错说明：2021 年，无政府采购项目。绛

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1 年度无政府采购。绛县医疗集团大交镇中

心卫生院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卫生技术学校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

购支出。绛县失业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绛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企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

年度单位无政府采购项目支出。绛县农村养老

保险服务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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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项目 数量 提示内容 原因说明
出。绛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今年无政府采购。绛县统计局出错说明：单位

本年度无政府采购项目支出。绛县经济信息中

心出错说明：本单位本年无政府采购。绛县县

委政策研究中心出错说明：本年度无政府采购

支出。绛县工商业联合会出错说明：单位本年

度无政府采购项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绛县

委员会出错说明：单位本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绛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出错说明：本单位 2021

年度未进行政府采购。绛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项目发展中心出错说明：单位本年度没有政府

采购项目支出。

五、决算数据需要说明的地方

1、年末结转结余

2021 年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504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584

万元，项目支出结转 4463 万元。分别为“一般公共服务类”38万元；

“公共安全”类 227 万元；“社会保障”类 67万元；“卫生健康”

类 1912 万元；“城乡社区”199 万元；“农林水”5 万元；“交通运

输”1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3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3万元；“其他支出”2592 万元。

2、“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

“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2183 万元，其中：运城市生态

环境局绛县分局 285 万元为财政安排存量资金；绛县自然资源局 54

万元为收绛县开发区不动产系统款 34万元和绛县开发区拨委托业务

费 20万元；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本级）127 万元为存量资

金安排的乡镇污水处理专项资金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绛县教育局（本

级）17万元为中、高考财政返还资金；绛县教师进修学校 2万元为

电大返还学费；绛县第一实验幼儿园 5万元为原宇丰幼儿园保教费；

绛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4万元为原宇丰幼儿园保教费；绛县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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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30万元为财政安排存量资金的收入计入其他收入；绛县农机发展

中心 10万元为财政用存量资金安排的收入；绛县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420 万元为财政以存量资金安排的收入，计入其他收入；绛县水务局

48万元为财政安排存量资金计入其他收入；绛县林业局 58万元为

2018 年新一轮退耕还林（292901.1 元）、2019 年基建项目（200000

元）和天保管护（90000 元）；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本级)428 万

元为中信机电厂矿医院修缮费；绛县医疗集团古绛镇中心卫生院 29

万元为财政用存量资金安排的收入计入其他收入；绛县人民医院 77

万元为卫生健康体育局拨付的资金；绛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49万元为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县级配套；绛县中医医院 22万元为创建

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工作经费 141616 元，疫情防控资金 10000

元，行政运行经费 65951.6 元；绛县医疗集团陈村镇卫生院 18万元

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上年结转拨付；绛县医疗集团横水镇中心卫

生院 38万元为财政拨付卫生所基药补助，卫生所标准化六统一建设

资金；绛县骨科医院 2万元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拨付存量资金；

绛县医疗集团卫庄镇卫生院 31万元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上年结

转拨款；绛县医疗集团磨里镇卫生院 11万元为财政用存量资金安排

的收入计入其他收入；绛县医疗集团南樊镇中心卫生院 24万元绛县

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上年结转拨付款；绛县眼科医院 1万元为绛县卫生

健康和体育局拨付存量资金；绛县医疗集团大交镇中心卫生院 24万

元为归于乡镇卫生所的基药补助和卫生所建设款等；绛县医疗集团安

峪镇卫生院 47万元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上年结转拨付；绛县医

疗集团冷口乡卫生院 88万元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上年结转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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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绛县医疗集团郝庄乡卫生院 23万元为绛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上年结转拨付；中共绛县县委老干部局 35万元为部门存量资金收入；

绛县民政局 118 万元为市民政局拨入防汛救灾捐款、养老机构培训费

和组织部拨入社会组织党建经费；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14万元为国

库集中支付结余结转项目（2020）－－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经费,

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绛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19万元为非公联合党组织工作经费；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 5万元为收绛县公安局拨辅警人员工资 51374.52 元，已全部支出，

用于发放辅警工资；绛县应急管理局 15万元为部门存量资金；绛县

审计局 5万元为市审计局拨审计工作经费。

3、关于基本数字表中人员的情况说明

2021 年我县年末实有人数 8156 人，其中行政人员 1093 人，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62 人，非参公事业人员 6653 人，离休 20

人，退休 15 人，经费自理 313 人，比 2020 年底 8124 人增加 32 人。

2021 年末财政供养人员 7843 人，比 2020 年 7785 人增加 58 人。

其中：2021 年新增 380 人（其中：招考录用 296 人，外县调入 71人，

复退军人安置 10 人，选举产生 1 人，免费师范生 2 人），减少 322

人（其中：离休减少 3人，辞职 11人，开除公职 3人，调往外县 44

人，单位申请暂停 3 人，在职转退休 236 人，自然减员 22 人），增

减相抵净增 58人。

4、年末学生人数增减情况说明

2021年我县年末学生人数25565人，比2020年 24985人增加580

人，具体情况说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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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2020 年

学生人数

2021 年

学生人数

2021 年学生人

数-2020 年

学生人数

说明

横水中心校 2,957 2,866 -91
今年撤并两所学

校，招生人数减少

古绛中心校 2,059 1,144 -915
县管校聘后，城内

小学及学生并入实

验一小

安峪中心校 1,025 962 -63
毕业学生人数大于

招生人数 63 人

大交中心校 579 514 -65
今年撤并了两所小

学，招生数减少

南凡中心校 625 583 -42 撤并了一个学校

郝庄中心校 836 742 -94
学校撤并及招生人

数少毕业人数多。

卫庄中心校 395 342 -53
今年撤并两所学

校，招生人数减少

冷口中心校 145 115 -30
今年毕业人数 37

人，一年级招生人

数 7人

陈村中心校 274 271 -3
毕业学生人数大于

招生人数

么里中心校 210 179 -31
今年毕业人数多，

一年级招生人数减

少

实验一校 2,702 3,133 431
因县布局调整，城

内小学并入实验一

小，学生人数增加。

实验二校 1,392 1,338 -54
毕业人数多，一年

级招生人数少

实验三校 1,672 1,967 295
今年毕业人数 182

人，一年级招生人

数 477 人。

安峪初中 332 210 -122
今年毕业人数 185，

招生人数 53，转入

10 人

勃村初中 118 0 -118
学校 8月撤并，年

末学生全部转入其

他学校

城关初中 1,228 1,338 110
招生人数大于毕业

生数 110 人

横水初中 1,114 1,128 14
招生人数 352，毕业

人数 398，转入人数

60

景云初中 555 515 -40
招生人数少于毕业

人数 40 人

南凡初中 279 232 -47
毕业人数多，今年

招生学生人数少

卫庄初中 335 248 -87
毕业 142 人，转出

30人，招生 84 人，

转入 1人

县直初中 1,272 1,310 38
今年九年级毕业人

数少，七年级招生

人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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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晋学校 332 328 -4
今年一年级新招

47，毕业 45，转走

6人

晋机学校 302 289 -13
招生 34 人，转入 6

人。毕业 43 人，转

出 10 人

山冲学校 554 980 426
无毕业人数，只有

招生人数

绛县中学 1,437 2,747 1310
今年包含绛县二中

学生

实验中学 379 315 -64
毕业学生多，高一

年级招生人数减少

职业中学 1,778 1,769 -9
毕业 486 人，招生

534 人，转出 57 人

中杨初中 99 -99
并入横水初中，本

年度没有学生

5、关于代列资金的情况说明

2021 年共计代列资金 2857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 26284 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229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