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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组织部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开展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和人才工

作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全

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人才队

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推进党内民主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组织工作和干部人事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研究和指导全区党的组织建设，探索各类非公

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设置和活动方式。审批属

区委管理的党的基层组织及确定其隶属关系。指导全区党

员和村（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党员的管理、

教育和发展工作。负责区党代会和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工作，

指导各基层党委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组织工作。

（三）督促落实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和

指导全区区管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负责区

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分析研判和考核考察。负责办理

区管干部的任免、调配、交流，以及科级干部奖惩、退休、

因私出国（境）审核审批等手续。负责全区因公出国（境）

人员的政治审查工作，指导全区干部档案管理、干部统计

工作。负责对全区机构编制工作、老干部工作的宏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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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指导全区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

研究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区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工作人员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统一管理全区公务员录用调

配、职务职级、考核奖惩、工资福利、培训和对外交流合

作等工作。指导全区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绩效管理。负责党

群机关所属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

（五）落实党管人才原则，牵头制定全区人才工作规

划、重大政策，组织实施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开

展、协调实施重点人才工作及重大人才工程。统筹协调全

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做好全区党政领导人才、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

才、社会工作人才等各类人才队伍的培养、引进及使用工

作。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流动、使用、激

励和服务保障机制。

（六）研究和指导全区区管后备干部队伍、优秀年轻

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统筹做好综合管理工作，做好区管后

备干部、优秀年轻干部信息的更新维护工作。配合市委组

织部做好市管后备干部、优秀年轻干部的考察推荐工作。

负责股级干部队伍的宏观管理和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的培

养、教育、管理工作。

（七）指导全区区管领导班子和区管干部的思想作风

建设。负责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检查督促。负责对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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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区管干部、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八）主管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定干部教育的

规划，指导、协调、督促全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区

管干部、中青年干部的培训。研究探索干部培训制度改革。

指导全区干部培训基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九）完成区委和上级组织部门交办的其它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组织部部门

包括8个机关行政股室及4个下属单位，其中：列入2020年

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在

职

人

数

区委组织部 行政单位 8

区委党史研究室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2

区委干部

管理信息中心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1

区委党员

电化教育中心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1

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部党员

活动中心
事业单位 4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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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共泉州市洛江区委组织部部门主要任务是：

洛江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区基层组织不断

夯实，队伍建设更加过硬，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整体迈上

更高水平。围绕上述任务，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突出部门职能，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出台“十条措施”在战“疫”一线考察识别班子和干

部，区级抽调4批67名干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各种形式

表扬肯定一线干部206名，推荐、通报表扬市、区两级疫情

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28个、先进集体29个、先进个人63名。

制定出台“十二条”暖心硬措施，在战疫一线发展党员1人、

入党积极分子22名，激励引导党员干部勇担当善作为，全

区400多个党组织、7000余名党员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推

动形成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良好局面。

二、突出强基固本，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过硬

深入实施“红色动力”工程，健全“同心圆”区域化

治理模式，城乡结合部“同心圆”区域化党建调研课题荣

获全省党建调研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其中罗溪镇“1+1+S”

党建同心圆案例获评全国基层党建优秀创新案例。探索打

造“红色微网格”，推广村民小组长目标管理考评办法。

培育5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入章”示范点，打造一批非公

党建亮点，如铁拓机械“铁三环”、方圆建设集团“135”

党建工作模式、西人马“红芯工程”等创新工作走在全省

全市前列。推行党建引领近邻治理模式，积极推进小区党

http://www.baidu.com/link?url=e_e6bD2b90xvaCiPKCZyB9kyV9AG8urGsg5XO2gXTmKSf2v0GBdsne6hX5Vf6G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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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组建工作，建立“党员楼长”“党员街巷长”队伍，

努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突出忠诚干净担当，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创新采用“1+N+9”考核模式开展区管领导班子和科级

干部2019年年度考核及政治素质考察工作，突出政治标准，

鼓励担当作为。对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驻

村工作等一线表现突出的干部，给予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

职级，2020年经一线考核调配区管干部69人，占提拔、进

一步使用和晋升职级总人数的60%。进一步强化公务员管理

宏观统筹，做好公务员考录、选拔、调任等工作。加大优

秀年轻干部选拔力度，2020年，提拔35岁及以下副科级领

导干部19名、40岁及以下正科级领导干部3名，晋升35岁及

以下四级主任科员7名。

四、突出服务保障，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建立全市首个新型环保防腐涂料工程中心、全市首个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全省首个新媒体人才之家、

组织企业申报市级以上科技项目45个（1个入选国家级项

目）、获评省企业技术中心3家、认定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及市级专家工作站各1家，兑现各项研发经费补助358万元。

制定《洛江区吸引高水平高校毕业生来洛就业创业专项行

动方案》，引进国内外高水平高校毕业生59名，完成市级

目标的118%。新增市级高层次人才159人，发放高层次人才

工作生活津贴、高校毕业生安居补助资金等368.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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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毓才培训制度，今年来，共举办建筑行业、农村电商

等各领域人才培训7场次。

五、突出自身建设，做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定践行

者

全体组工干部践行“忠诚、公道、创新、奉献”勇在

战“疫”一线当先锋、做表率，部主要领导带头挂钩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企业指导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工

作，部机关党员开展“抗‘疫’有我，党员即时承诺”，

承诺事项已全部完成。组织开展“下基层、献爱心、扶弱

贫”活动，结对帮扶贫困户。制定出台组织工作“末端落

实年”项目落实方案，推动实施9个组织工作重点项目。持

续推进学习型组织部门和“四知四会”组工文化建设，

2020年部机关开展中心组学习、“一月两次三课”、警示

教育活动等57场次。

http://www.baidu.com/link?url=xCZ36dZBznaN752SRP6aUWRdbll_FPk_MYWMdL8NAPOxYDXBzhy6Ci2516vgjjuctD4onh3Tk-R50SbmHgyhnK
http://www.baidu.com/link?url=xCZ36dZBznaN752SRP6aUWRdbll_FPk_MYWMdL8NAPOxYDXBzhy6Ci2516vgjjuctD4onh3Tk-R50SbmHgyhnK
http://www.baidu.com/link?url=Xiack8DdlLXzChzgDhR5ast7Nv8JSfVOmk9wnmCy61BeIrNy3OQrrhAQ-F2mxFOwsBjc13Ad7K_49Kfxr9_9La
http://www.baidu.com/link?url=Xiack8DdlLXzChzgDhR5ast7Nv8JSfVOmk9wnmCy61BeIrNy3OQrrhAQ-F2mxFOwsBjc13Ad7K_49Kfxr9_9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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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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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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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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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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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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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收支。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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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 310.68 万元，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646.66 万元，本年支出

661.29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96.05 万元。

（一）2020 年收入 646.6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05.59 万元，下降 14.04％，具体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46.51 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

4. 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5. 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 经营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其他收入 0.15 万元。

（二）2020 年支出 661.29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42.06 万元，下降 5.98％，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533.08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386.03 万

元，公用支出 147.05 万元。

2.项目支出 128.21 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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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支出 0.00 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661.29 万元，比上年决

算数减少 23.42 万元，下降 3.42%，具体情况如下(按项级

科目分类统计)：

（一）行政运行 302.03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82.27 万元，增长 37.44%。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变动。

（二）事业运行 26.7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2.57

万元，增长 10.6%。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福利变动。

（三）其他组织事务支出 172.54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186.55 万元，下降 51.95%。主要原因是日常费用减少。

（四）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11.66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11.66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 2020 年

新列该科目，2019 年没有该科目。

（五）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78.34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 78.34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 2020 年新列该科

目，2019 年没有该科目。

（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8.81 万

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1.77 万元，下降 8.6%。主要原因是

人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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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9.62 万元，

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46.1 万元，增长 130.59%。主要原因是

职业年金计实。

（八）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6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6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人员退休，

2019 年没有此项目。

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33.08 万元，

其中：

（一）人员经费 386.03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

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采

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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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 147.0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

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

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

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1.33 万元，比年

初预算的 6 万元下降 77.83%。主要原因是公务活动不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与年初预算的

0 万元持平。全年安排本部门组织的出国团组 0 个，参加其

他部门出国团组 0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 人次。

主要是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 万元，与年初预

算的 0 万元持平，主要是本部门无保留公务用车。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0万元，与年初预算的0万元持平，

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0辆，主要是：本部门未购置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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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 万元，与年初预算的 0 万元持

平，主要是本部门无公务用车运维支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0 辆。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1.33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6 万元

下降 77.83%。主要是接待上级主管单位执行公务和开展业

务活动、检查等方面的活动，累计接待 16 批次、133 人次。

七、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 1 个

项目即人才专项实施单位自评，涉及财政拨款资金共计 500

万元。（《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详见附件 1）

对 1 个项目即人才专项实施部门评价，涉及财政拨款

资金共计 500 万元，评价结果等次为“优”。（《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报告》详见附件 2）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47.05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下降 26.78%，主要是:培训费和其他商品服务等支出有所

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54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54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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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企

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

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

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

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出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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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

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

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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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

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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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件

一、《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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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人才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区委组织部组织对

2020 年人才专项开展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人才专项资金预算总投入 500 万元，实际投入

469.63 万元，主要用于 2020 年高层次人才购房补助、第五、

第六批高层次人才工作生活津贴、2019 年度高层次人才贡

献奖励、2020 年泉州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高端人才补助、

2019 年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第二次建站、

高校毕业生来洛就业创业安居补助、院士工作站建站及工

作站项目运行补助、企业平台补助、政策汇编印刷费和人

才“港湾人才”公益宣传片等，我部对人才专项经费实行

专款专用，资金支出及时、规范，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二）主要成效

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为

动力，紧紧围绕服务智造生态新城区建设大局，努力打造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过得好”的港湾。一是载体搭建

有“梯度”，用人主体活力有效激活。建立全省首个“新

媒体人才之家”、全市首个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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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新型环保防腐涂料工程中心”、积极组织企业

申报市级以上科技项目 45 个，1 个入选国家级项目、11 个

项目获得科技立项支持，兑现各项研发经费补助 303.05 万

元。指导 34 家企业与 46 位高校院所“特聘人才”建立

“结对”关系，实现全区乡镇（街道）全覆盖，助推重点

项目发展。制定《洛江区吸引高水平高校毕业生来洛就业

创业专项行动方案》，从安居、创业、见习实习、社保等

方面予以政策补助，截至目前，引进国内外高水平高校毕

业生 47 名，产业急需高校毕业生 257 人。二是机制建设有

“广度”，人才服务保障显著增强。出台抗疫期间关心关

爱人才助力企业发展“八个一”措施、出台《在洛泉州市

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保健待遇细化方案》等政策 3 份，实

现高层次人才医疗费用补贴现场抵扣。推行“不见面审批”

“容缺受理”，采取帮办、代办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人才

申报、项目审批、社保返还等“零跑腿”服务，实现“即

来、即审、即办”，在线服务受理人才相关业务，发放高

层次人才工作生活津贴、高校毕业生安居补助资金等

166.58 万元。三是人才培育有“力度”，队伍能力水平稳

步提升。建立毓才培训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为产业高

层次人才及人才工作者举办专题培训，助力人才提质。今

年来，共举办建筑行业、农村电商等各领域人才培训 7 场

次。依托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鼓励企业接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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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博士生参加社会实践，协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同时设

立了清华大学——洛江公共服务社会实践基地。

二、绩效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我部选用评价指标共有三类（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

标和满意度指标），分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等 7 个细化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分为 100

分，其中产出指标满分为 50 分，效益指标满分为 40 分，

满意度指标满分为 10 分。选用评价方法为比较法，对人才

专项经费，经过实地考察，核实情况，比较原先设定和实

际完成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比较原先经费预算安排和实际

的各项经费开支，核实了预算批复的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经对本项目评价指标评分，本项目综合得分 93 分，评价等

次为优秀。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今年的高层次科研（人才）专项经费基本达到既定目

标任务，人才工作进展顺利，总共支出 13 个项目，受益高

层次人才达 667 人。

（三）项目绩效分析

产出指标满分 50 分，自评得分 47 分。其中数量指标

设定明确，能定量化，人才增量、平台增量、人才活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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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场次均完成指标，得满分 30 分;时效指标落实到位，开

展人才活动圆满完成，得满分 10 分；成本指标完成情况较

滞后，得分 7 分。

效益指标满分 40 分，自评得分 36 分。其中经济效益

指标为加快高层次人才落地聚集，助推经济发展，得分 18

分;社会效益指标为形成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过得好”

的良好环境，得分 18 分。

满意度指标满分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其中高层次

人才对我区人才工作满意情况达 98%，得满分 10 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部分人才项目建设时间长，经费预算大，

实际支出时间不确定。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思路：一是采取

分管领导挂钩跟踪、实地督查、定期通报等方式，督促各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序时要求抓好进度。二是落

实资金补助，根据各人才项目进度情况，及时下拨一部分

补助经费，并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

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用足用好区级财政项目

支出工作经费，加强对专项业务工作的指导，提高项目资

金使用绩效。建议进一步改进绩效评价表格的设置，可以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项目，设计不同种类的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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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绩效管理工作专业性比较强，绩效管理评价人员尤其

是项目管理人员对这项工作还不够熟悉，不能有效地做好

评价工作。建议一方面继续加强对评价工作财务人员的培

训，另一方面，也要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

以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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