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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

(二)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

情况.

(三)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

使用。

(四)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编制住房公积金

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包

括 6 个机关行政科室及 11个下属派驻单位，其中:列入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一般预算

85 83
财政拨款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十四五"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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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超越为主题，加强公积金运营管理，充分发挥住房

公积金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一是持续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人才"港湾计划"，以

新开办企业、非公企业新引进人才、已建制但未全员缴存的

大型企业为扩面重点，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灵活采取"线上

+线下"的宣传方式，主动深入园区、企业开展政策宣传和靠

前服务，稳步提高扩面工作效率。

二是以"互联网+"为导向，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

加快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增加"网上办、指尖办"等

线上服务事项，提升"一越不用跑"业务占比，切实提高公

积金服务便捷度。

三是统一业务办理细节，开通提取业务"全市通办"服

务。结合我市实际制订试行办法，推进"跨省通办" ..省内

通办"服务工作，确保各相关事项在规定时限内办结，为异

地缴存职工提供"零距离、零差错"服务。

四是继续严格管控个贷使用率。认真落实住建部及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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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厅监管处关于防范住房公积金流动性风险的有关要求，制

订月最高放款控制额度并严格执行，协调贴息贷款合作银行

合理控制贴息贷款规模，依据住房抵押登记办结时间有序组

织发放，确保个贷使用率不再继续上涨，并力争有所回调。

五是制订政策调整预案，做好政策储备并适时启动。根

据省住建厅加强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管理有关通知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继续储备调整政策，从源头入手积极应对资金

流动性问题，稳步降低贷款新增受理量及存量规模，推动住

房公积金逐步向自有资金收支平衡发展。

六是强化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加大逾期贷款清收力度。

由各管理部和贷款受托银行组成清收小组，重点清收 6 期及

以上逾期，一案一策，有效化解风险。无法如期清收的，管

理部督促贷款受托银行及时完成起诉程序，切实防范系统性

风险。

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创

建模范机关活动为抓手，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

务群众"核心任务，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着力强

化理论武装，着力务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着

力压紧党建责任，不断提升基层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为

推进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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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农 1
2021年收支预算总表

~.I主 Jj元 (f.lllm 的

资 金来回

收入项 H 收入预算 支出项目 主 111预胃 一一般公共 政府性基 二财政专户 四 1[按鄂业
五上年站转 六其他货金

预算 盘预算 资金 收入

在 次 栏 次

一一俄公共预算锻款〈补助〉 1864.26 .雄本主付 1 1276.26 127鼠 26

政府性基金回魏拨款 i、工资福利支出 lOA8.76 1088.76

一嗣同专户核披收入 2嘈对个人归家匪的协助支出 11.36 11.36

四 1[1在市业收入 3、商品和服务支出 176. \.\ 176.14

li 经营收入(耶业) 、项目立山 5H8.00 588.00

六 t 甜补助收入(事业) 1、垃常性专项业务费支出 588.00 588.00

七附属单位缴主义{鄂业) 2. -iXtt 顶日立出

八 J(他收入 3‘部门专项项目主出《己细记}

1、部门专，.项H主出〈未细化〉
-坦白主 ~ll (事业)

问‘上缴上班主出

五‘对附阅单位补助直出

本年收入合计 1864.26 本年立出含 1十 1864.26 1864.26

儿上 '1拮转 六、年终站转

← 1M'!'业基金弥补收支垃酣

收入单 il 186-1.26 主111且 il I86.\. 26 18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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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2
2021 年收入预算总表

1)'1.1、7 万元((~阳2位)

世企米源

单位蝙码 单位名称 科 H描码 抖 IJ 名称 收入预算敬 一一般公共 二政府性基 =财政专 四 i飞[j在* 五上年结 六 1\他收
预 11 金预算 户由主 业收入 转 入

�� �� ** ** ** ** ** *事 ** ** 事*

合计 1864.26 181ì4.26

509001 泉州市住房公帜盘管理中心 1864.26 1864.26

509 肌 )J 泉州 rtHI:仿公职金臂理叶'心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统本养在保险缴货支出 97.35 97.35

509001 泉州市住房公朝金管理中心 221U302 住房公帜盘管理 1691. 30 1691. 30

5 驭。1 泉州市住 }jJ公职金管理中心 2101102 事业税位医疗 75.61 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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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及 3
2021年支出预算总表

"'1也万元 (1号由 2位)

- J.i;* 支出 二项臼支出

三经营
阳‘上级

五恋;附

内民位偏码 单位名称 fHlú 自码 科 H 名称 合忖 支出《事
上锁支出

刷单位补

，.，才个人 2、一次 3、部门专 4 部门专 "】 且h支出
l、工贺桶刹相家庭的 3 商品和 t 经常性 C 性项目支项项目文 IB IJ到项目支出
支出补助支出服务支出 项业务费支出出〈巳细化)【未细 It>

�� 拿. �� �� �� �� .司' " �� 拿. �� .拿 ��
ô'7ìl l. 864. 26 1.086.76 11. 36 176.14 58. ∞

5ω ∞l 后A州，Jjí在 li;-，'，~ll! ~战忻州中心 1.8&1，26 1. 088. 76 11. 36 l币 H 588 ∞
509∞1 泉州 tlf{1:山公帜命 WJ'P.巾心 2080削 '1 火如业句队仇抽""~保险徽费.iJ!1 9η35 97.35

509001 ~州 '11(1:1;;公鹊 lt:î'f"'j'ù 2101101 才I'>!I'.~.位IXIì' 75.61 75.61

5ω001 泉州，U住房兰 f!\i':'ìfn'l' 缸 2210302 位IMHl! 金铃'理 l 的 l. :10 915.80 1I 36 17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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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灰 4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仅因 2位)

收 入 文 iil

收入项目类别 收入 f!iift ;主IBJ:血 H 类别 文 iii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补助) 1864.26 一、革丰直出 1，276. 26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拟款 l‘工资榻利支出 1，088. 76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 36

3、商品和服务支出 176. 14

三、项目主 IH 588.00

l、经 ';i~'性专项业务货主 11\ 588.00

2、-次甘项目主 11\

3、自古门专项项目支出(己细化)

4、部门专项项目主 :H (未细化)

收入总 i' 1864.26 支出总 ìf 18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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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 }j 元(保留2位)

科目编码 剧目名栋 含 i1 提本主 11.1 时i日主 11\

** ** ** 非* 非丰

告计 1861.26 1276. 26 5flR. 00

208 f土古保附属1就业立出 97. 35 97.35

20805 行政 '1." 单位 ff 茬直出 97. 35 97.35

2080505 机关 '1'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王山 97.35 97.31号

210 卫~J值班主 11\ 75.61 75.61

210lJ 行政耳 iill'.11户位医疗 75.61 75.61

2101102 4'业 IYl.位医疗 75.61 75. 61

221 住房惺附直出 1691. 30 1103.30 588.00

22103 城乡社区住宅 1691. 30 IIO:t 30 588. 00

2210302 住房公租金管理 1691. 30 1103. 30 58ft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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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6
2021年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表

吓1位 Jj元((且\1'12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iI 基本主 lil 项目立出

'非拿 ** 2非* ** **

:中'P.位 2021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 f由贸拨款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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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一 1-"-; ，J /u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日名称 合 ìt-

*' ** **
1，864.26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口88. 76

302 商品书 1服务主 iii 739.14

303 x.t个人早 Jla革陆的补助 11. 36

307 1由好利息支 lii

309 基本也设立 lli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25.00

311 对企业补助(~本注设}

312 对企业补助

313 对社会保附基金补助

399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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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8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11•位万元(保留 2位)

经济科目代码 金额

�� 拿.

合计 1，276.26

I 贤桶利主出 1.088.76

蓝本工班 297. 53

津贴补贴 343.15

韭盘 29. 10

忱食补助费 16.01

机关 'll业单位基本#老保险缴费 97.35

职工草本医疗 {j(险撒费 45.18

公岛员医疗补助缴费 28.97

其他社会惺陪缴费 11. :~6

住房公职盘 87.68

n他工贤福利支出 132.13

商品初服务支出 176. 1.1

品公费 10. ()()

印刷费 5.00

咨询费 3α)

F续费 1 肌)

水货 10.00

电曲 19.48

邮电费 25.C附

差旅费 10.00

囡公出国(蜻〉费用 5.00

公务接待费 5.00

工会经费 19..13

其他交通费用 6~.23

对个人和军庭的补助 11. 36

退休费 9.29

生活补助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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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保留 2位)

项目 本年预算数

合 ìt 10.00

l、因公山同(乌克)货用 5.00

2、公务m待货 5.00

3、公务用车购罩放运行维护货 0.00

其中. (j) 公务 m'.购置费 0.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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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 2021 年，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收入预

算为 1864.26 万元，比上年增加 13. 79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

作人员职级并行工资增加。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864.26

万元，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财政专户拨款 0 万元，其他

收入 0 万元，单位结余结转资金 0 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

1864.26 万元，比上年增加 13.7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

出 1088. 7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 36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176. 14万元，项目支出 588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864.26 万元，比上年

增加 61. 79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增加及职级并行工资

增加，主要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包括: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7.35 万元，

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二)事业单位医疗 75.61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医

疗支出，

(三)住房公积金管理 1691.3 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

积金管理支出.
14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单位 2021 年无使用该项安排支出。

四、财政拨款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276. 26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08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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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

医疗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 36 万元，主要包括:

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

医疗费补助、助学金、奖励金、个人农业生产补贴、代缴社

会保险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三)商品和服务支出 17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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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装

购置费、专用燃料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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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15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21 年预算安排 5 万元。主要用于省市上级部门安排的

出国任务，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是:无新增出国事项。

(二)公务接待费

2021 年预算安排 5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接待等方面的接

待活动。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准。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1 年预算安排 0 万元，其中:公车运行维护费 0 万

元，与上年持平:公车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原

因是.本单位无公务用车。

六、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6



泉州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部门〈单位〉名称 泉州市伎房公帜金青想中心 |部门预算编码| 509咽。1

Ili金 8 额 1864.26
年度
预赞

项 H支出 58E
'1m

(Jj 元》
篓本支出 1276.26

年度
努力完成 2021年全市住房公织金归线使用计也 'J. 保降缴在住房公事!金的职工提取相贷款资金需求
坚持稳中求边工作息基调，以全方位德功高质最发展翅毯为主题，加强公积金运营管理充分发拽住

总体
房公 f'金忠民生的积幌作网.

目标

部门职能 年度 H标任务 支出项目名称
倾贸金额〈万

元}

年度 努力完成全市住房公帜金归蜒‘使用讨划，
公帜金部门，在

顺职 编制和执行全\;住房
保阳缴 {f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提取和贷款资金 1. 支出 186<\.26

H标 公积金年度臼写胆相使
需求!促泣夜市房地产市场平组饱康发展.

用计划，审批职工提
取住房公积金.

级指标 二搜街样 三级指标 目标值

H离退休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tH~成事
时级指标 主95.00、

主付姿托归束手续费孝
运0.30‘

成本指标
支付委托贷款 f续费率

产出指标
理>:;5似海

2021年皮箱娴归集职工人敬 4万人 ~4. OOJi人

数 11\指标 2021年全市计划归自良位。，公积金 78亿元
年 主78.00 亿元
度
9费 2021年全市计划位 Jjj公帜金贷款刷息收入
做 经济放施细 7. 5亿元
指 .，j; ~7. 50亿元
际

社会效益街
上缴城市膺韶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际
~2. 22亿元

舍去盈指标

生态效益 r. 2021年全市低收入家皑位扇公凯金贷款贴旦 ~ 100. 00'\
标 庇'民尽目的

'J 符续影响 2021年计划实现消也收益 2.22 亿元 ~2. 22亿元
?旨际

满意度街 服务对象满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注目 O(l'

际 意度指标

(二)部门寺明黄金绩效目标

2021 年且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共设置 l个项目绩鼓目标，分别是公积金经常性业
井费项目，共主步及财政拨革史资金5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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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 年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含实行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机关运行经费支

出 176. 14 万元，比 2020 年增加 4.54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
作人员职级并行相应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总额2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5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预算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万元。

(三)固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本级
及所属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辆，

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辆，其他用车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台(套) .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台(套)。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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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收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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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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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

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

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

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

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 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 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

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

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8. 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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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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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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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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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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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含车辆

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车改后单位按规定

保留的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用车、一

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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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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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常维

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厨房水电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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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