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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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泉 J'I'I rp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
包括 6 个机关行政科室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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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泉州市住房公 一般公共预 85 83

积金管理中心 算财政拨款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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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

作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规

范管理，防控风险.提升信息化与服务水平"的总体要

求.坚持住房正确定位，不断优化资金使用，严格管控运

营风险.狠抓服务质量提升，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充

分发挥住房消费平台作用，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良

好发展态势.全面提前、超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继

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和第十三届( 2015-2017 年度)省级

文明单位后. 2020 年市管理中心获福建省五一先锋号、福
建省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一)2020 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1.业务执行情况

①归集情况。 2020年，新增归集职工 68027人，完成全
年新增归集职工数计划的 212.58%; 新增归集公积金 95.05亿
元，同比增长 9.18% .完成年度计划的 121.86克。
，②使用情况。 2020年，新增批准提取公积金 79.25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44.ω 以新增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0263笔、金额 44.82亿元，发放贴息贷款 3871 笔、 17.97亿
元，合计发放公积金及贴息贷款 62.79亿元，完成全年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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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计划的 125.58弘个贷使用率为 98.47% (不含贴息贷

款) ，比去年底下降 5.29个百分点。

①保障性住房情况。 2020年嘈共计核查 341 户保障性住

房申请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缴交情况:上缴城市廉租住房建

设补充资金 25097万元.同比增长 68%. 历年累计上缴 13.45

亿元，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2.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市管理中心在坚持资金使用原则和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合理

运作咱有效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2020 年.全市实现增值收

益3.36 亿元.同比增长 21.59以业务收入 8.54 亿元，同比

增长 1.86%。

(二)主要做法

1.创新举措再创新业绩

①务实基础，推动归集扩面发展。疫情防控期间.创

新宣传形式、拓展宣传渠道，改变原有以线下面对面宣传

为主的传统方式，通过录制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流程

傲课视频、开展"刺桐新声一政策面对面..线上直播、线

上实时互动答疑等创新方式和渠道，零接触开展政策宣传

解读活动，不断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②担当作为，落实惠民利民新政。第一时间出台疫情

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从减轻企业住房公

积金缴存负担、保障职工公积金贷款权益、延长部分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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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时限、灵活安排租房提取时间及额度、避免疫情对借

款人的信用影响等方面落实落细措施，切实维护缴存单位

和职工权益。同时积极回应需求，在个贷率降至 100%JJ

内，及时开通提取冲本企业务，修订《委托逐月提取还贷

管理实施意见 L 为已办理冲还贷职工开通提取冲本金业

务，同时将冲还贷业务申请对象拓展至在本市缴存住房公

积金并已办理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组合)贷

款，充分发挥职工账户积累资金作用.进一步减轻职工还

款压力。

③数据引领，提高线上办理效率。一是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先后开通网上办事大厅的配偶

方提取直冲公积金贷款本金、离职提取、异地转移接续、

偿还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提取、冲还贷签约等多项业务，

并积极引导职工线上办理。二是制作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网

上办事大厅操作流程小课堂、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

大厅个人业务操作指引小视频和网上办理公积金业务操作

流程的宣传海报，指导职工在线办理公积金业务。极简的

‘-f建操作"深受缴存职工认可。"冲还贷+还本"业务上

线仅 10 日.线上提取达 1.59 万笔 5.94 亿元.线下提取

811 笔，金额 0.39 亿元，单业务网办率达 95.16%。

④"筒"字主导，提升窗口服务效能。一是大幅精简

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商业性二手房按揭贷款业务材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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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二手房买卖双方签订的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

《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屋交易过户后的契税完税证明和

《增值税普通发票》、《个人住房贷款转存凭证 þ (借款

借据)、资金划转凭证四项材料，简化后与偿还一手房按

揭贷款完全一致。二是精简偿还部分银行商业性住房按揭

贷款提取的证明材料.在省内建行(不含厦门)共享数据

准确稳定的前提下.主贷人签约授权中心查询商贷数据

的，可不再提供借款合同、个人贷款信息和近 12 个月贷款
还款清单，直接由经办人员直接登录系统打印近 12 月还款

流水。三是落实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的要求，制定出

台《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管理服务制度 L 进

一步加强对全市住房公积金窗口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和服务

意识的培训，加强对入驻单位员工的督促与检查.不断提

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以实际行动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⑤管控风险，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一是科学安排资金

使用计划。每月召开主任办公会议，综合分析归集、提取

和个贷使用率情况，科学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二是制定

《住房公积金会计集中核算内部操作规程 L 进一步规范

会计集中核算流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三是加强运行情

况检测分析。密切关注专户买时余额.监测分析归集资金

动态变化.做好流动性风险防控.保持个贷使用率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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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公转商"贴息贷款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经过

各种有效手段控制，个贷率从年初的 103.62%下降至

98.47%. 实现了四年来首次个贷率降至 100%以内。四是有

效管理融资资金。精准测算降低融资成本.控制融资风

险，确保住房公积金整体安全平稳运行。 2020 年，新增融

资8 亿元.归还融资 13 笔 14.57 亿元.融资余额下降至 8

亿元。五是强化内审工作力度。内审稽核工作小组每季度

组织对各县(市、区)管理部的归集、提取、贷款等业务

办理情况进行内部稽核，通报内审情况.提出整改措施，

确保整改到位。六是强化依法行政。制定行政执法操作流

程，召开各管理部专题执法培训会，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再教育、再培训 11 .为公积金公正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

法提供有力保证。七是做好信访投诉及 12345 政务服务平

台等各类信访平台管理工作。及时受理职工关于住房公积

金补缴诉求.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020 年.共收到泉

州市 12345 便民服务平台来件 308 件.收到信访事项(省

信访信息系统来件、群众来信、省厅来函等) 19 件啕收到

中心宫网投诉维权来件 125 件，均按时逐一进行答复办

理，答复率 100%0 八是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认真贯彻

中央、省、市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和要求，及时

排查扫黑除恶线索，每月按时上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报

表，持续推进公积金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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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严防流失，确保资产资金管理有序。一是全面摸清

家底。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全面清

查掌握单位固定资产情况和资产管理、财务状况等.为促

进建立资产、财务、预算管理相结合的闭环机制奠定基

础。二是完善监管系统。坚持清查工作与务实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数据相结合.确保资产应统尽统、全面真实、分类

准确，确保资产变化情况及时更新、按时上报，实现资产

动态管理.推进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三是强化资金

运作。对公积金增值收益定期资金和房改售房款定期资金

进行日常管理，及时做好资金到期转存方案并按规定上会

研究.及时在到期日转存，确保资金最大化收益。四是严

格经费开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咽严格按照

市财政局有关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差旅费管理规

定执行.规范节约"三公"经费开支。

⑦优化系统，信息技术得到提升。积极做好住房公积

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与各类硬件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一是完成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农业银行、兴业银

行和中国银行新增归集和贷款网点的测试工作。二是做好

人行二代征信系统上线及切换工作.及时恢复向人行报送

公积金数据。三是确保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稳

运行.并于 2020 年5 月份以优异成绩通过福建省住房公积
金综合服务平台验收。四是办公自动化系统顺利迁移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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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同时完成了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三级等级

测评工作。

2.1疑心聚力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加强和改进理论中心组学习，坚持

红色教育与警示教育、集中研讨与个人自学、网络学习与

专题辅导相结合等多种形式.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使学习制度化、经常化、系统化。二是厚植党内政治文

化。充分利用泉州丰富的红色资源，发挥第一批全市机关

主题党日教育基地作用，推动主题党日制度落地落实。坚

持和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及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

式，着力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和组织观念.提高党组织的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严格

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民主评议

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党内生活制度。认真

落实党员年度"承诺、践诺、评诺"和即时承诺制度，引

领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中心工作。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发展

对象和新党员的教育、培养、考察和培训工作。四是狠抓

意识形态责任落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八

个纳入、四个一间"，着力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管

理，开展半年和年度工作研判，汇总分析全市系统意识形

态领域状况。加强对门户网站、"两微一网"、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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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载体等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依法规范网络和

党员干部微信圈、微信群、朋友图等信息传播.严格落实

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和值班读网制度，规范信息采集、审

核、发布、更新流程。 2020 年共发布新闻动态 147 条、公

告公示 22 条、微信 50 条、微博 49 条电受理咨询 2882条、

投诉 113 条.回复率达 100%0 五是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对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权力运行和制约监督.

推行廉政风险清单。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突出问题，出

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规

范住房公积金内部操作规程> ~行政经费财务管理暂行规

定》等相关制度。组织党员干部先后前往纽城区廉政警示

教育基地、泉州台商投资区廉政文化教育馆、洛江区人民

法院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落实集体和个人廉政谈话.要

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铸牢

"新思想"、念好"紧箍咒"、绷紧"廉政弦"、算好

"人身账"、走好"平安路".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落深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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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表
1 收λ 支出决算息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部门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开 01表

单位。万元

收λ 支出

明 自 决算盘 项 目 民算盘

一、醒世共预算财政拨鼓收 λ 2，049.95 、股公共服务直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国高贵本经营预算财政拨耻收 λ =、国防支出

四、上级补助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收入 五、世宵支出

六、经营收 λ 六、科学技术玉出

七、附属单位上辙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J\，其他收λ 67.00 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01
九、卫生健康直出 73.58
十、节舵环保直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在林点支出

十、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贵源勘探工业信且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盘融主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贤源海洋气草等支出

十九、住属保障支出 2.134.07
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十、虫害防拍且应急管理王出

十-、其他支出

一十四、债务还本主出

二十五、愤务付息支出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愤圭排的主出

本年收入古计 2，116.95 本年直出合计 2.313.66

使用非财政拨盐结余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248. 67 年革结转相结余 51. 96

且 计 2.365.62 且 2.365.62

注， 1 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且收支和年束结转结余情况.

2 本垂报表盘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挝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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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决算表

目HI 荆州，ljfUj; 公积 ';Î7'11'.flfl111心

收入决算表
公 )1'02 占

单位。 )j}ê

项 11

本 '1 收入 {ht 财政拨款收入 Lf>>补助收入 '11、，，~\(入经盯收入
附加~IYl.位

Jt 他收入
功能分先 HA 纠坦问 刊 H 名称

l 撒收入

先|且 I 1贝 ft il 2.116.95 2，049.95 67. 00

208 社合惺附和就业支出 106，01 106.01

20805 仔政事业单位抨击支出 106.01 106.01

20抖。目的 相11: 才1业哨位根本 Tf:. -lt(!，f\、阶饱由主 111 !n .16 ~H. .1ti

三()创0.')06 ~L芷 l' 业哨位即!叫!'..{r:îì:撒切 1(1l\ 11.55 门 Sf与

210 卫生健康直由 73.58 73. 5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3.58 73.58

2101102 "、l，'~位版n 73.5K n 日白

221 住房惺除王出 1，937.36 1.870.36 67.00

22103 城乡性区住宅 1.937.36 1.870.36 67.00

22103υ1 佳的公布!金管 1'1 \，9:n. ;~6 1，870 ，36 1\7.(附

n 斗n< 反映 11U门4、''''Jt ij~仰的品 .r~i收入↑Jlt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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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出决算表

部门=泉州市 i11ìi公在L~nJlJl 中心

支出决算表

公卅 0311

单位: JiJC

项 11

*~I 主:Hr'rìl 且A<支出 I负目主山 |缴";及支:Jl 给 iV主H\
肘附 IH'.l 。

功能分英刊
刊门扫刊 i

争~IlJJkH\
H编码

史|拭|项 ftìl 2，313.66 1，579.13 734. 53

208 社合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01 106.0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主出 106.01 106.01

2ωWfiO!ï 机关 '1'业单位基本 Ji jI;保陆撒费支出 9.1.4ti 94. 1tl

:.!OROri06 机关 '1叫Y. 111，位职业'1 盘嗷柑 :k:HI 11.51乌 I 1. Sfi

210 卫生健威主出 73.58 73.58

21011 行政事业 f(t位医疗 73.58 73.58

2101 [02 '1'业吁1位民 H 73.5!'! 73.5H

221 住房保障立出 2.134.07 1.399.54 734.53

22103 城乡社区住宅 2. 134.07 1，399.54 734.53

22 1o:m2 住的公在 l17.tt .fltt 2，131.07 1，:~!-l!-l.5~ 73.1. fi3

注水丘反映那，.IA<勾 Il!再顶直 Hltli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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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部门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开04茬
单位，万元

收 人 主 出

一股公共预
政府性基 圈有自本

Jjj 目 金额 项 目 古计
算财政拨款

盘预置财 经营预茸

政拨主主 财政拨款

-飞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049.95 一、一位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主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史立出

二、国有货本经营财政拨款 兰、国阳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轴百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 ft旅游体育与的报支出
八、社会惺阳租就业支出 106.01 106.01
旭、卫生世庚支出 73.58 i3.58
十、节能耳保支出

十一、城乡仕区支出

十、在林水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王出

十四、晓源勘探工业信 E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主出

十六、盘融支出

十七. t在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沟洋气盟等支出

十儿、住房惺阳支出 2，068.47 2，068.47
一十、 m袖物自储晶支出
十一、国古贾本经营预算支出

十一、在喜防治且应主主管理支出

十二、其他五出

-十四、陆各还本主出

十五、{盖好付自主出

十六、抗在特别 IJ'I侦查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古计 2，049.95 本年主出告计 2.248.06 2.2.18.06

年相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17.75 年末财政报社结转和结余 49.64 49.64
由公其预算财政拨盐 247. 75

政府性基金而且财政段就

固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且 计 2，297.70 且 计 2，297.70 2，297.70
注斗三茬反映部门本年度睦公共预算财政拨软、政府性基金预辄财政拨款和国有喳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且收支相年末结转
结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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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部门且州市住房去积金管理中心

公开 05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

功能分提
科目名陈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主出科目搞阴

合计 2，248.06 1，513.53 734.53

208 社会惺障和就业支出 106.01 106.0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弄老支出 106.01 106.01

2080505 凯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惺险辙费支出 9.1.46 94.46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盘辙费支出 11.55 11.5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73.58 73.5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73.58 73.5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73.58 73.58

221 住房保障直出 2，068.47 1，333.94 734. 53

22103 城乡社区住宅 2，058.47 1，333.94 734.53

221030~ 住启齿积盘营理 2，068.47 1，333.94 734.53

注:本茬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自财政按在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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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跟公共硕第财政拨款基本主出决，事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部门泉州市住房公积鑫管理中心

公开06表
单位=万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赞

经济分 经济分 经将分

类"目 科目名称 金额 3是科目 科吕 Zf:九 决算 2支 失利目 钊曰但你 金额

编码 编码 编码

301 工资唱利支出 1.335.06 302 萄品相服务支出 142.62 307 债务由j患及费用支出

301Dl 军车工资 296.73 30201 办公费 0.90 30701 国内愤务 (.j息

~OI02 津贴补贴 338.3~ 30202 印刷费 30702 国外债务忖思

30103 奖金 143.78 30203 沓句费 310 资 4仁性支出

30106 伙食孙旦出费 11.91 3020~ 手续费 0.12 31001 房~追筑仰，自遗

30107 绩费支工资 30205 水费 O. 14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0108 |本饥"关，业单位基 105.49 3020E 屯费 31003 专附设备购置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11. 5~ 30207 邮电费 23.79 31005 基础设施建佼

30110 险绩职工，基本医疗保 H.26 .3020~ 取暖费 31006 大型馆缮

30111 |响公都H医疗协助 28.19 30209 物业管理费 31007 |ψ倍黝息网络及附晌罩
30112 其他 '1 会愕 r.li数赞 12.29 30211 捏成费 2.57 31∞8 物资储备

30113 住房公积金 155.5t 30212 t 因..公}出费凶用 31009 土饱孙 ff

30lH 医疗费 30213 维修〔沪〉费 0.09 31010 安理补助

30199 其他工蜂桶帝 j支出 186.95 30214 "质资 0.09 31011
地上附着彷和青葛补

午4坦

303 E才个人和家隐的补助 35.85 30215 会议货 O. 10 31012 你迁补倍

3川0301 离休费 30216 2苦训费 31013 公务周年购置

30302 退休费 30217 公易接待费 O. lï 310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30303 退职 (l~ )费 30218 专用材白费 31021 艾栩栩陈列品购置

303创 抚恤金 30224 做装购置费 31022 无形资产购置

30305 生活补助 2.00 30225 专用燃何费 31099 线他资本性主出

30306 救济费 30226 劳易费 0.03 312 对企业孙阶

30307 医疗贷补助 30227 委托业务费 31201 资本金注入

30308 助学金 3022~ 工合经费 23.70 31203
也政府役贸司在$:股钗役

30309 奖励金 30229 福利费 1. 48 31204 费用补贴

30310 个人农业主严补贴 30231 体纳公J费号'用车运行 31205 何旦怜贴

30311 代锹社会保险费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62.99 312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30399 币其的补他阶对个人何东 33.78 302刽0 回悦金及两加费 39\ 其他支出

30299 各亨其他叫商品韧服 26.45 39906 赠与

3990'1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39908 I 对b 哈民间fHi1非组营织利组补织贴和

3阳|其他支出

人员经贸合十 1. 370. 91 公伺经费台计 142.62

注 j怀表反联部门 ""'r! 般公共预算财孜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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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7表

金额 'yl.位.万元部门:泉州ilii 主1后公积金管理 '1'心

注二牛二丘反面部门辰耳度"三公"经 '/.N支出畸重 tll况，包括虽 4' 面公共面 lJ:财面报 Ji乱和以，ìtr~f.'宜fE存贤重妄再丽 ël:际支出�

项目 H次 决缸蚊

合计 l O. 17
1 闲告出闰〈填〉费 z 0.00
2 公务网丰购 1l&.运行维护费 3 0.00

其 '1' (j) 公务用丰购置费 4 。以}

(2) 公持用午运行维护曲 5 0.00
3 公务 1.&1-1曲 6 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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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部门且州市住扉也积金管理中!\ .�'

公开08表

单位万元

�

项 目 本年支出

支出功能
年初拮转和结

本年收入 年末结转和结余
余

分类科目 科目名称 '1、1宁 基本主出 项目支出

编码

走盐项 桂次 1 2 3 1 5 6

2210302 合计 0.00 O. 00 O. 00 0.00 O. 00 O. 00

i主本 fm门2020年[~没li 使用政府性提缸预算极让主排的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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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固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固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部门 )K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flj[ lj 1{.'

公开 09农

金割!吁J.fiì:: 万元

项 日 本;句支出

功能分提 H~?!t 告 it 且本主 III 项日直出科目蝙码

栏 IX 2 3

介

2~10302 。。。 o. 00 0.00

11，本部 rJ2Q20勾 1'1设 iJ使用国自资本任 îT而算财政挝且在排的主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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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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7 万元，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2.116.95 万元，本年支出

2.313.66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51.96

万元。

(一)2020 年收入 2.116.95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31.04 万元.增长 1.49 % .具体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49.95 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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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万元。

7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其他收入 6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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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支出 2.313.6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23.80 万元.下降 1.02 %，具体情况如下:

l 基本支出 1.579.13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1.436.51

万元，公用支出 142.62 万元。

2.项目支出 734.53 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4.经营支出 0.00 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248.06 万元，比

上年决算数减少 89.40 万元.下降 3.82克，具体情况如下(按

项级科目分类统计) :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项级科目) 2068.47 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减少 88.36 万元，下降 3.78%。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减少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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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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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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没有使用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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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13.53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3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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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用经费 1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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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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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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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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万元，比年

初预算的 10.00 万元下降 98.3克。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

过紧日子，加大力度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

的 5.00 万元下降 100.0%。全年安排本部门组织的出国团组

O 个，参加其他部门出国团组 O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

计 O 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

预算的 0.00 万元下降。 .0克，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本单

位没有保留公务用车车辆。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00 万

元下降 0.00%，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 O辆嘈主要是公务用车

改革后.本单位没有保留公务用车车辆。

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00 万

元下降 0.00%，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本单位没有保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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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车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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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5.00
万元下降 96悦。主要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累计接待
2 批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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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住房
公积金经常性业务费项目实施单位自评，涉及财政拨款资

金 734.53 万元。(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详见附件])

对住房公积金经常性业务费项目实施部门评价，评价

结果等次为优。(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详见附件 2)

八、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42.62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增长 19.78%，主要是 2020 年增加工作人员及计提工会经
费基数口径调整。

(二)政府采购情况

23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95.58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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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汇其中:授

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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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辆，其

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O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O

辆、机要通信用车 O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
车 O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O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O 辆、其

他用车 O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O 台

(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O台(套)。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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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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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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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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本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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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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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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目支出绩级自评表》 第五部分附件

泉州市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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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泉州市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公积金经常性业务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泉州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织对 2020 年度公积金经常性业务

费专项开展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基本情况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金额 734.53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一省财政资金 0.00 万

元、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734.53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中调整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资

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度拨付金额 734.53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一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一地方财政资金 734.53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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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到位金额 734.53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一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734.53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734.53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734.53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0.00 万元电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结余率 0.00克，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克、

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克、其他资金 0.00%0

(二)主要成效

全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二、绩效分析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100.00 分，等级为优秀，设置绩

效目标 9个.实际完成 9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出指标

l、数量指标

(l )2020 年度新增归集职工人数，目标值 4.00.实际完成

6.8.权重 10.∞，得分10.00。

2、质量指标

29



(1)支付委托贷款手续费控制有当年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的比率，目标值 5.00.实际完成 3.权重 10.00.得分 10.00。

3、时效指标

( 1 ) 2020年计划实现增值收益，目标值 1.50.实际完成

3.36.权重 15.00.得分 15.00。
4、成本指标

(1 )2020年全市计划归集住房公积金，目标值 68.00.实际

完成 95.05.权重 15.00.得分 15.00。
(二)效益指标

l、经济效益指标

(1 )2020年全市计划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收入，目标值

7.00.实际完成 8.28.权重 10.00.得分 10.00。

2、社会效益指标

(1)上缴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目标值 1.49.实际完

成 2.51，权重 10.00.得分 10.00。

3、生态效益指标

( 1 ) 2020年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目标值 100.00.实际

完成 100.权重 10.00.得分 10.00。

4、可持续影响指标

(1)职工逐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积金贷款支付
完成率，目标值 95.00.实际完成 100.权重 10.00.得分 10.00。

(三)满意度指标

30



l、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值 85.00.实际完成 93，权重

10.00，得分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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