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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阜阳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情况

根据市编委文件规定，阜阳市直机关工委主要职责是：

1、领导市直机关党的工作，负责制订市直机关党的建

设规划；组织实施市委对市直机关党的工作的指示和决定的

落实；督促检查市直机关对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重大决

策的贯彻落实情况。

2、领导市直机关党组织抓好党的政治、思想、组织、

作风、纪律建设，指导市直机关各部门及单位党组中心组学

习，做好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指导市直单位党员干部的

政治理论学习。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安排市直机关党员干部的

理论学习培训。

3、指导市直各级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

部的监督。定期了解各部门党员和群众对部门领导干部的意

见，及时向市委反映市直各部门班子领导干部的情况；负责

对市直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进行检查、监督。

4、指导和协调市直机关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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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党组织和党员同

“法轮功”等非法组织作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5、负责市直各部门及单位(除市委组织部直接管理外)

党委、总支、支部委员会的成立或撤销及书记、副书记的任

免。领导市直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共青团、妇联、关工

委等群团组织工作。

6、指导市直机关工会组织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指导市直机关工会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宣传、教育和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完成

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7、加强对县（市、区）机关党建工作的组织交流和协

调指导。

8、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

市直机关工委部门预算包括本级单位预算，纳入部门预

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

职在编人员共 28 人。

（二）2019 年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重要讲话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

政治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在

推进模范机关建设上下功夫，全面提高市直机关党的建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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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工作任务：

1、要切实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市直党员干部中入脑扎根。

（1）党的理论武装工作要推进好。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综合采取

中心组理论学习、基层党课教育、各类微宣讲等形式，进一

步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新高潮，着力引导大家悟初心、守初

心、践初心，不断加强党性锻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2）市直宣讲品牌质量要提升好。进一步充实扩大市直

理论宣讲团，大力开展进机关、进基层、进支部，送党课、

送理论、送文化“三进三送”宣讲活动。创新开办“书记大

讲堂”活动，组织单位党组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党支部书

记上台，把讲党的理论政策、重大部署与谈思想、谈清廉、

谈家风紧密结合，以党建工作牵头人的主动思考、亲身示范，

带动党建工作深入一线、入脑入心。办好征文演讲、读书论

坛、知识竞赛、红色参观等学习活动，继续开展市直“读书

月”活动，扎实做好市直党员干部日常培训和理论轮训，各

级党组织继续做好所属党员的日常教育培训工作。

（3）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要管控好。高度重视、坚决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加强队伍、阵地建设，严格落

实研究、报告、处置、问责等八项制度，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责任担当。在重点加强课堂、讲座、论坛、报告等各类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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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控的基础上，管好传统媒体，净化网络空间，抓好舆论

引导，澄清模糊认识，筑牢思想防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话语权和主动权。党员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要敢

于发声，敢于亮剑，旗帜鲜明讲政治、辨真伪。

2、要切实推进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在市直各级党组
织具体工作中提质升效。

（4）提标提档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工作。以提高组织力为

重点，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注重提标提档，抓

好业务培训，选树先进典型，加大问责力度。进一步加强市

直机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的分类指导。召开县

（市）区直工委党建工作交流会。

（5）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加大《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贯彻落实力度，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党性定期分析、谈

心谈话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强化对基层党组织生活制度落

实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制度落实既有量的达标，更有质的

提升。要进一步严肃市直机关党小组工作开展，强化党小组

的“网格化管理”作用发挥，推动基层党组织设置规范化、

主题党日活动创新化、基层党员管理严格化。

（6）科学规划市直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严把年龄关、素

质关、廉洁关和前置沟通关，选好配强机关党务干部，重点

解决党务干部配备临时性、安置性、照顾性、过渡性问题。

进一步提升党务干部进党校、进高校、进干部学院学习深造

“三进培训工程”的品牌影响力和活动实效性，重点做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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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党务干部岗位培训。在机关党务干部中大力倡导能写、能

讲、能干、会做群众工作“三能一会”素质提升，推动落实

党支部书记“一岗双责”。

（7）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大胆探索“党建+”新模

式。深入推进市直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城乡结对“支部共建、

党员互助”党建助力脱贫行动；广泛发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开展聚焦中心、服务全局，全力推进“五大专项行动”主体

实践活动，真正把党建工作的成效和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

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政治引领力、集体凝聚力和发展推动

力。

3、要切实深化“严纪律、转作风、提效能、促服务”活动
在市直单位作风效能建设中升温加压。

（8）深化“严转提促”活动。组织开展以“查问题、出

硬招、改彻底”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大排查，继续深化拓展“严

纪律、转作风、提效能、促服务”活动，重点把敢担当、善

作为列为下一阶段活动重中之重，坚决纠正“新四风”问题。

继续推动年度考核和“百名科长”考评、“争创群众满意的

基层站所队”活动，重点督查市直单位日常办公秩序、干部

职工精神风貌、重要科室职能发挥、重点任务完成落实等情

况，继续推动作风效能建设向机关科室、基层站所、服务窗

口延伸，力促市直党员干部提神、工作提效、服务提优。

（9）加大“一线工作法”落实。要深入发动市直广大党

员干部努力争做践行“一线工作法”的表率，牢固树立质量

和标准意识，靠前工作、直面问题、重心下移、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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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一线倾听民声、摸清实情，在一线服务群众、破解难

题，在一线学习技能、增长才干，始终以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作风，抓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的贯彻落实和重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4、要切实狠抓正风肃纪和反腐败斗争在市直单位机关
纪委中持之以恒。

（10）用足力气抓好机关纪委建设。强力推进市直单位机

关纪委设立，重点抓好工作制度建立完善、执纪力量选优配

强、专职人员学习培训等具体工作。要尽快理顺与市纪委派

驻纪检组、市直纪工委、所在党组织之间工作关系，形成反

腐倡廉合力。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重

点，强化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实施情况的监督，动态研判、整体

把握本单位政治生态状况，加强党员干部日常监督，践行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要求。

（11）持之以恒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加强经常性纪律教育，持续抓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贯彻。增强纪律教育

的实效性，提高警示教育的政治性，让党员干部引为镜鉴。

不断加强机关廉洁文化建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

作风，严守党的纪律，坚持以上率下，身教言传。

（12）坚定不移狠抓反腐肃贪明纪。建立党员干部廉政

档案，经常开展谈话提醒、约谈函询、诫勉警示，深化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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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重点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违纪问题，强化不敢腐的威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强化不

想腐的自觉。

5、要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创建和群团工作在市直一线干
部职工中作用发挥。

（13）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市直机关志愿

服务活动向广度、深度拓展，向品牌、亮点发展。充分发动

市直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阜城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14）扎实做好群团具体工作。坚持党建带群团，继续推

进各级工青妇群团组织全覆盖，进一步推进基层群团组织规

范化建设。精心组织开展徒步健身、义务植树、青年联谊、

摄影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充分发动市直干部职

工参与其中。继续重视并支持关工委工作。

（15）积极开展双拥、维稳、计生等工作。指导市直单位

开展经常性国防教育，落实拥军优属政策，浓厚拥军优属氛

围。认真做好重要节日和敏感期的维稳、防控工作。坚持和

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继续做好计生服务工作。

6、要切实夯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主业主责在市直单位
中向纵深发展。

（16）压紧压实党建工作主业主责。认真落实《关于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市直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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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进一步完善本单位党委（党组）负总责、主要负责同

志第一责任、班子成员分工负责、机关党委统筹推进、科室

负责同志“一岗双责”、党支部具体落实的机关党建责任体

系，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做到机关党建工作与单位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同奖惩。

（17）统筹推进党建工作任务落实。市直各级党组织要理

清思路，结合实际，科学筹划年度党建工作。要坚持时间倒

排、任务倒逼、责任倒追，确保党建工作落实在平时，组织

生活开展在平时，坚决杜绝突击加班、临时补记、弄虚作假、

应付检查情况出现。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市直机关党的建设

的意见。

（18）严肃开展党建工作考核评议。认真做好年度党建工

作集中考核和党委书记述职评议，从中发现突出问题，集中

开展问题整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对照自查、梳理台账、建章

立制、整改提升。市直工委将结合工作，实时跟进，督察督

办。对重点人、重点事，实行挂牌跟踪、销号管理，着力解

决市直单位在管党治党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三）2019 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委组织对 2019 年度纳入部

门预算的项目支出全面开展了绩效自评，共 5 个项目，涉及

资金 125 万元，占项目预算总额的 100%。

1、完成市直单位机关纪委对市直单位机关纪委委员和

纪检委员进行业务教育；完成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等移交

问题线索执纪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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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对市直机关、参公事业单位科以下干部进行学

习教育，对专职党务干部、党支部书记的理论和业务的继续

教育。完成市直科以下党员干部继续教育、入党积极分子教

育和市直专职党务干部、党支部书记教育任务。

3、完成 107 家市直及中央和省驻阜单位的作风效能建

设督查考核，200 余家市直属基层站所队的督查；开展随机

暗访机各类专项督查。

4、开展市直党建网信息员集体学习，开展多种形式的

交流及稿件撰写、摄影训练活动等；开展人口计生宣传、评

选表彰、业务学习等工作；开展市直单位徒步走活动、趣味

运动会等活动；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完成普法宣传工作。

5、开展市直机关理论宣讲团主题微宣讲；继续开展市

直机关“读书月”活动；继续开展市直单位身边好人评选活

动；开展道德讲堂；继续开展市直机关迎新春文艺晚会。

（四）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1、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规定

及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各项要求的情况；

2、通过科学规范制定管理制度有效地加强了预算绩效

管理；

3、2019 年，我委年初预算项目 5 个，年初预算资金 125

万元，各项目已按计划、按进度实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

果，资金使用到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2019 年市直机关工委预算及执行情况
收入分为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年初预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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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9600 元、决算数为 7858262.89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为

7320076.45 元，占本年收入 93.15%,其他收入为 538186.44

元，占本年收入 6.85%.

按支出功能分类，2019 年我委支出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及住房

保障支出。全年支出 7457505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为 4984526.1 元，占本年支出 66.8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为 2022677.64 元，占本年支出 27.12%；医疗卫生和计划生

育支出为 153900 元，占本年支出 2.06%；住房保障支出年为

296401.26 元，占本年支出 3.98%。

按支出经济分类，2019 年我单位支出分为工资福利支

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资本性支出四

大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617675.47 元，占总支出的 35.1%，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42077.12 元，占总支出的 13.97%，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617655.41 元，占总支出的 48.51%，

资本性支出 180097 元，占总支出的 2.42%。

二、市直机关工委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2019 年度支出为 7457505 元。其

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852300 元、调整预算

数为 4984526.1 元、决算数为 4984526.1 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30100 元、调整预算数为 2022677.64

元、决算数为 2022677.64 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年

初预算数为 153900 元、调整预算数为 153900 元、决算数为

153900 元，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93300 元、调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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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为 296401.26 元、决算数为 296401.26 元。保障运转类

项目 5 个，合计 125 万元，市直党员教育经费 40 万元,市直

纪工委工作经费 15万元,主题活动经费 30 万元,市直电教中

心及宣传经费 20 万元；市直效能督查经费 20 万元。

（二）履职效果情况。
我委较好地完成了 2019 年初设定的工作任务，各项项

目得到有序开展。到年底完成全部项目的 100%，资金拨付达

到 100%，完成项目验收率达到 100%。

（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影响。

自 2019 年以来，我委的项目实施，群众满意度较高。

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达到预期效果。

三、市直机关工委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

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

强。

2、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

（二）改进方向和具体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

加强单位内部各部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

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

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

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

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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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

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严格编制

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

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

出。

4、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

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

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委决算经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及时在单位公开网站和

政府网站上公布，确保决算数据公开、透明。

中共阜阳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2020 年 9 月 18 日


	  （10）用足力气抓好机关纪委建设。强力推进市直单位机关纪委设立，重点抓好工作制度建立完善、执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