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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涉税信息管理办公室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负责制定全市涉税信息管理、协税护税方面的工作规划；负责

我市涉税信息平台日常运行和信息维护工作；配合市财政局对本市相

关部门涉税信息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县区开展相关工作；负责协调税

务部门对相关涉税预警信息进行处理和反馈；开展税源调查分析、监

控工作，提出规范税收秩序的意见。

二、单位基本情况

南昌市涉税信息管理办公室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年末实有人

数 3人，其中：在职人数 3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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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170.84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和结

余 94.0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5.68 万元，上涨 10.11%，主要

原因：由于 2019 年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导致决算统计口径不一致；

本年收入合计 76.77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8.02 万元，上升

11.67%，主要原因是：因业务调整增加项目经费。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75.85 万元，占

98.8%；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

收入 0.92 万元，占 1.2%。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支出总计 170.84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计

70.37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06 万元，减少 1.48%，主要原因

是：疫情原因导致支出减少；年末结转和结余 100.48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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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增加 16.75 万元，上涨 20%，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导致

支出减少，结余相应减少。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60.87万元，占 86.5%；

项目支出 9.5万元，占 13.5%；经营支出 0万元，占 0%；其他支

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 万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2.12

万元，决算数为 70.3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9.51%。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5.81 万元，决算数

为 60.8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0.3%。

（二）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6.31 万元，决算数为 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33%。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0.87 万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59.92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47.3

万元，上涨 374.8%，主要原因是：由于决算统计口径不一致造

成。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0.94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4.08 万

元，下降 93.74%，主要原因是：1、由于决算统计口径不一致造

成；2、疫情原因，支出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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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单位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公共

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

目 1 个.共组织对“涉税信息工作经费”1 个项目进行了重点绩

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3 万元。

（二）单位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选择 1 至 2 个项目）。

我单位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涉税信息工作经费项目

绩效自评结果。

涉税信息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

目标，涉税信息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0 分。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 540.73 万元，执行数为 257.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64%。

主要产出和效果：

（1）产出数量。基建委派项目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代理 255

采集 26 家成员单位 59 项涉税信息，该项目得分 19 分。

（2）产出质量。涉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全面性，该

项目得分 14 分。

（3）产出时效。涉税信息报送周期（月）。该项目指标得

分 5 分。



- 10 -

（4）产出成本。项目资金支出，该项目得 10 分。

（5）社会效益。营造公平税收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该项目得 15 分。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该项目得 10 分。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涉税信息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

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

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

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

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

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

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

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

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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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

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事业运行（项）：

反映财政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其他财政事

务支出（项）：反映财政事业单位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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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

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六）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

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