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01-1表

1.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2022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965.9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8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卫生健康支出 58.1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53.00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五、单位资金

（一）事业收入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965.99 本年支出合计 1,965.99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965.99 支 出 总 计 1,965.99



预算01-2表

2.部门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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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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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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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12 云南省就业局 1,965.99 1,965.99 1,965.99

合计 1,965.99 1,965.99 1,965.99



预算01-3表

3.部门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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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资金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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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81 561.45 1,293.36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95.33 495.33

2080101     行政运行 495.33 495.33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12 66.12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35 1.3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11 49.11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66 15.66

20807   就业补助 1,293.36 1,293.36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293.36 1,293.3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18 58.1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18 58.18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3.15 33.15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2.81 22.81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22 2.2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3.00 53.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3.00 53.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3.00 53.00

合  计 1,965.99 672.63 1,293.36



预算02-1表

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年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1,965.99 一、本年支出 1,965.99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965.99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54.8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卫生健康支出 58.1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住房保障支出 53.00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965.99 支 出 总 计 1,965.99



预算02-2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分类）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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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81 561.45 483.50 77.95 1,293.36

208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495.33 495.33 418.73 76.60

2080101     行政运行 495.33 495.33 418.73 76.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12 66.12 64.77 1.35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35 1.35 1.3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11 49.11 49.11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5.66 15.66 15.66

20807   就业补助 1,293.36 1,293.36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293.36 1,293.36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18 58.18 58.1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18 58.18 58.18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3.15 33.15 33.15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2.81 22.81 22.81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22 2.22 2.2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3.00 53.00 53.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3.00 53.00 53.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3.00 53.00 53.00

合  计 1,965.99 672.63 594.68 77.95 1,293.36



预算03表

6.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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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4.00



预算04表

7.基本支出预算表（人员类.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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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资金来源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全年数
已提前安

排
抵扣上年垫
付资金

本次下达 另文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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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转隶人员
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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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672.63 672.63 206.21 408.24 58.1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58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1 基本工资 129.56 129.56 44.05 85.51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1 基本工资 6.76 6.76 2.30 4.46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58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2 津贴补贴 188.87 188.87 64.22 124.65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58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10.80 10.80 3.67 7.13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0.56 0.56 0.19 0.37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58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3 奖金 67.20 67.20 22.85 44.35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0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07 绩效工资 14.37 14.37 4.89 9.4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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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缴
费

49.11 49.11 16.70 32.41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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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 15.66 5.32 10.34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3.15 33.15 33.15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1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2.81 22.81 22.81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1 社会保障缴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61 0.61 0.21 0.40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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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2.22 2.22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3 住房公积金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0113 住房公积金 53.00 53.00 18.02 34.9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01 办公费 8.00 8.00 8.00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05 水费 0.67 0.67 0.23 0.44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06 电费 0.65 0.65 0.22 0.43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09 物业管理费 1.20 1.20 0.41 0.79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09 物业管理费 0.50 0.50 0.17 0.33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13 维修（护）费 0.96 0.96 0.33 0.63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50 8.50 2.89 5.61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 8.00 2.72 5.2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0 工会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28 工会经费 5.91 5.91 2.01 3.90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29 福利费 5.91 5.91 2.01 3.90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69 行政人员公务交通补贴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3.00 33.00 11.22 21.7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101 行政运行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30 3.30 1.12 2.18

  云南省就业局 530000210000000024571 一般公用经费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35 1.35 0.46 0.89

合  计 672.63 672.63 206.21 408.24 58.18



预算05-1表

8.项目支出预算表（其他运转类.特定目标类项目）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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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本次

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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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1,293.36 1,293.36 1,293.36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01 办公费 162.50 162.50 162.5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02 印刷费 3.36 3.36 3.36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11 差旅费 14.05 14.05 14.05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9.20 9.20 9.2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16 培训费 20.25 20.25 20.25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17 公务接待费 4.00 4.00 4.0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26 劳务费 10.00 10.00 10.0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0227 委托业务费 1,022.20 1,022.20 1,022.2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00 3.00 3.00

民生类 530000200000000

000953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云南省就业局 2080799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

新
44.80 44.80 44.80

合  计 1,293.36 1,293.36 1,293.36



预算05-2表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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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工会经费
5300002100000

0002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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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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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差旅、水费、电费等公用经

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面积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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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单位负责管理的公共物业

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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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年度新购置公务用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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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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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

”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

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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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5300002100000

000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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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福利发放行

政人数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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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事

业人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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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

人员数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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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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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预算05-2表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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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
转移专项资金

5300002000000
00000953

1.按照2022年通过“贷免扶补

”政策扶持4万人成功创业的目
标任务，根据云财规（2018）2

号规定，每帮助一人成功创业

给予700元的工作经费补助。从

已评定的省级创业园区中，扶
持3家园区作大作强，从省级创

业扶持资金，给予每个园区500

万元的资金补助；鼓励和支持

不超过5个社会投资构利用老旧
厂房等开展创业平台建设，评

审认定后从省级创业扶持资

金，给予每个园区200万元的资

金补助；对600名在我省创业的
大学生个人或团队经营实体，

给予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一次性

创业资助。根据人社部文件精

神，成立大赛组委会，负责组
织全省开展第五届中国创翼大

赛州市选拨赛和省级决赛，按

要求推荐项目参加全国总决赛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扶持创业人
数

>= 40000 人 定量指标 2021年通过贷免扶补小额担保贷款扶持4万人创业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发放创业贷

款额
>= 500000 万元 定量指标 2021年新增发放贷款扶持50亿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省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率
>= 60 % 定量指标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率=（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100%；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率不低于60%，各州市转移就业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5 % 定量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期末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数/

（期末城镇从业人数+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100%；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年度目标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放创业扶持贷

款还贷率
>= 96 % 定量指标

发放创业扶持贷款还贷率=（实际还贷金额/计划还贷金额）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享受创业补贴扶

持带动就业人数
>= 80000 人 定量指标 享受创业补贴扶持带动就业人数 大于等于80000人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享受贷免扶补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

满意度

>= 80 % 定量指标
享受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满意度=（满意问卷份数/有效

问卷份数）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5300002100000
0002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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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福利发放行

政人数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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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事
业人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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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

人员数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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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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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住房公积金
5300002100000

0002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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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福利发放行
政人数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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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事
业人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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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

人员数
= 25 人 定量指标 反映财政供养部门（单位）离（退）休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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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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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住房公积金

5300002100000

0002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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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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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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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社会保障缴费（职业年金单

位缴费）

5300002100000

0002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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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资福利发放行
政人数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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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资福利发放事

业人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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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养离（退）休

人员数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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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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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行政人员公务交通补贴
5300002100000
0002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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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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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差旅、水费、电费等公用经

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面积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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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单位负责管理的公共物业

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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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年度新购置公务用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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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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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

”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

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社会公众对部门（单位）履职情况的满意程度。



预算05-2表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次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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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行政人员公务交通补贴
5300002100000

0002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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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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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一般公用经费
5300002100000

0002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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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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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差旅、水费、电费等公用经
费中服务保障的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面积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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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单位负责管理的公共物业

面积、电梯及办公设备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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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年度新购置公务用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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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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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

”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
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招待费。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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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人员对公用经费保障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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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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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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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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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合  计

备注：我部门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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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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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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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8.76 8.76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

金
会议室LED大屏散热空调 A0206180203 空调机 元 2 3.00 3.00

  省级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

金

市场供求、失业动态分析报告印刷

费
A080299 其他印刷品 元 960 3.36 3.36

  一般公用经费 办公用复印纸 A090101 复印纸 元 150 2.40 2.40

合  计 8.76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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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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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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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备注：我部门2022年无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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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省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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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11,818.86 11,818.86 1,534.02 1,414.52 1,183.47 742.60 720.93 813.66 787.78 464.98 825.90 403.13 566.60 447.29 444.73 279.58 279.58 534.15 124.01 128.76 123.17

  省对下就业创业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
金

11,818.86 11,818.86 1,534.02 1,414.52 1,183.47 742.60 720.93 813.66 787.78 464.98 825.90 403.13 566.60 447.29 444.73 279.58 279.58 534.15 124.01 128.76 123.17

合计 11,818.86 11,818.86 1,534.02 1,414.52 1,183.47 742.60 720.93 813.66 787.78 464.98 825.90 403.13 566.60 447.29 444.73 279.58 279.58 534.15 124.01 128.76 1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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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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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省对下就业创业及农
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资金

5300002100000
00029291

1.2022年通过“贷免扶补”政策扶持4万人
成功创业的目标任务，根据云财规
（2018）2号规定，每帮助一人成功创业给
予700元的工作经费补助。从已评定的省级
创业园区中，扶持3家园区作大作强，从省
级创业扶持资金，给予每个园区500万元的
资金补助；鼓励和支持不超过5个社会投资
构利用老旧厂房开展创业平台建设，评审
认定后从省级创业扶持资金，给予每个园
区200万元的资金补助；对6000名在我省创
业的大学生个人或团队经营实体，给予最
高不超过3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
2.完善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并实行
动态管理，按照农村劳动力属地管理，由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信息员全面开展
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核实其基本信息、
转移就业状态、收入情况等，使用网页版
和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采集系统手机app两
种方式更新劳动力资源库信息，实现数据
实名制、分级管理，做到按季更新、动态
管理、大数据汇总。从引导、监测、指导
、决策等多个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统计数
据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技能扶贫和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服务于各级各
部门科学决策。
3.对登记失业人员进行定期联系和跟踪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扶持创业人数 >= 40000 人 定量指标 2021年通过贷免扶补小额担保贷款扶持4万人创业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省级创业园区家数 = 3 家 定量指标 从已评定的省级创业园区中，扶持3家园区作大作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发放创业贷款额 >= 500000 万元 定量指标 2021年新增发放贷款扶持50亿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省级创业园升级家数 = 5 家 定量指标 从已评定的省级创业园区中，扶持3家园区作大作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村劳动力调查更新 >= 2200 万人次 定量指标 2021年度调查更新2200万人次农村劳动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放创业扶持贷款还贷率 >= 96 % 定量指标 发放创业扶持贷款还贷率=（实际还贷金额/计划还贷金额）*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享受创业补贴扶持带动就业人
数

>= 80000 人 定量指标 享受创业补贴扶持带动就业人数大于等于80000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5 % 定量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期末在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数/（期末城镇从业人数+期末实有
登记失业人数）*100%；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年度目标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率 >= 60 % 定量指标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率不低于60%，各州市转移就业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数据更
新率

>= 95 % 定量指标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数据更新率在95%以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享受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满意度

>= 80 % 定量指标 享受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满意度=满意问卷份数/有效问卷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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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增资产配置表
单位名称：云南省就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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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就业局 通用设备 2029900 其他办公设备 空调 台 2 15,000.00 30,000.00

合计 2 3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