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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部分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为全额拔款事业单位，财务隶属于龙岗区财政局。宗旨和业务范

围：实施学前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及相关社会

服务，并努力给幼儿营造一个温馨、适宜、方便、安全的教育环

境。  

二、机构设置情况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属“以事定费”新型公办

幼儿园（二类事业单位），不定编制，工作人员由幼儿园根据实

际办学规模和经上级有关部门核定的人员配备标准及入职条件，

自主聘用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本幼儿园实有自聘人员 35 人；购买服务人员 3 人（含安保

人员）；从项目支出的工资福利列支的自聘人员 35 人。  

三、2022 年主要工作目标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2022 年主要工作目标包

括： 

1.通过预算执行，保障本园在职教职工的正常办公及生活； 

2.通过预算执行，保障在园教职工工资绩效、社保保障费等



发放、稳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师资水平； 

3.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4.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职责，保障师幼及园所财产安全，创

建安全和谐教育环境； 

5.加强财务管理及固定资产管理。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2 年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部门预算收入

693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52 万元，下降 7.0 %。2022 年部门预

算支出 693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52 万元，下降 7.0 %。 

预算收支减少 主要原因： 

1. 2021年预算编制包含 2020年收取的保教费返拨 59万元，

故 2022 年比 2021 年预算编制减少 59 万元； 

2. 根据幼儿伙食费最新规定为每月 350 元/人，故 2022 年

幼儿伙食费比 2021 年增加 7万元。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预算 693 万元，包括人员

支出 0 万元、公用支出 0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 万元、

项目支出 693 万元。 



（一）人员支出 0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0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水电

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

费。 

（四）项目支出 693 万元，具体包括： 

1.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63 万元； 

2.对个人及家庭补助支出 2万元； 

3.水费 2万元； 

4.物业管理费 31 万元 

5.电费 5万元； 

6.邮电费 3 万元； 

7.办公费 3 万元； 

8.工会经费 5 万； 

9.福利费 1 万元； 

10.维修（护）费 49 万元； 

11.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 43 万元； 

12.专用材料费 14 万元； 

13.印刷费 1万元； 

14.培训费 2万元； 

15.其他交通费用 1 万元； 

16.咨询费 4万元； 



17.委托业务费 6 万元； 

18.其他资本性支出 12 万元； 

19.办公设备购置 1 万元。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22

年部门预算共计 1 万元，其中货物采购 1 万元、工程采购 0 万元、

服务采购 0 万元。 

 

第五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

情况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0 万

元，增长 0 %，主要是我单位无“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

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

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区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动态调配

使用，因此各单位 2023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 0 万元，

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 

⒉公务接待费。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0 万

元，主要是我单位无公务接待费支出 。 



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数增

加 0 万元，主要是我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经费支出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

数增加 0 万元，主要是我单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经费支出 。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

的单位范围包括：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共 1 家基层

单位，均已编制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

评，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形成绩效报告报送区财政部门备案。区财

政部门将根据需要对部分基层单位或整个系统的部门整体支出

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22 年区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所有项目支出

预算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资金 693 万元，设置并编

报 1个项目“新型公办园”绩效目标。相关项目在执行时将在年

中编报绩效监控情况，并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按

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按要求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项目

开展部门评价，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形成绩效报告报送财政部门备

案。财政部门将选取部分政策或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第七部分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预算数（万元） 绩效目标 

新型公办园 693 完成区级财政预算管理

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全区

预算绩效管理水平继续

走在全国前列。计划本年

度完成事前绩效评价 1

个，重点绩效评价 1个“新

型公办园”，其中一季度

完成年度 25%工作，二季

度完成 50%工作，三季度

完成 75%工作，四季度完

成 100%工作。 

备注：涉密项目按要求不予公开。  

 

第八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2 年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财政拨款预算 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 0 万元，下降 0 %。主要是本单位属于

二类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0 月，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共有

车辆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



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2022 年计划新增车辆 0 辆；新增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新增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三、其他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上

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  

 

第九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一般公

共预算资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

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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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

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八、“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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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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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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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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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表格部分 
 

表 1 

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一、政府预算拨款 515 一、教育支出 693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15   普通教育 693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学前教育 693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133   

三、单位资金 46   

  1.事业收入 0   

  2.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3.上级补助收入 0   

  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5.其他收入 46   



表 1 

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本年收入合计 693                   本年支出合计 693 

上年结余、结转 0 结转下年 0 

                  收入总计 693                    支出总计 693 

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套报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表 2 

收入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收入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

余、结

转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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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支

出拨款 

履职类 

项目拨

款 

财政专

项资金

拨款 

政府投

资项目

拨款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693 515 0 515 0 0 0 0 133 0 0 0 0 46 0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

儿园 
693 515 0 515 0 0 0 0 133 0 0 0 0 46 0 



 

表 3 

支出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2 年政府采购项目 

小计 其中：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项目 
其中：面向小型、 

微型企业政府采购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693 0 693 1 1 0 



 

表 4 

基本支出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上年结

余、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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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型公办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5 

项目支出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2022 年预算 

总计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上年结余、

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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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类项

目拨款 

财政专项

资金拨款 

政府投资

项目拨款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693 515 515 0 0 0 0 133 0 0 0 0 46 0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

道吉溪幼儿园 
693 515 515 0 0 0 0 133 0 0 0 0 46 0 

          新型公办园 693 515 515 0 0 0 0 133 0 0 0 0 46 0 



 

表 6 

政府预算拨款收支总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政府预算拨款 515 一、教育支出 515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15   普通教育 515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学前教育 51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本年收入合计 515                 本年支出合计 515 

上年结余、结转 0 结转下年 0 

                  收入总计 515                  支出总计 515 



 

表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功能分类）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515 0 515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515 0 515 

 205 教育支出 515 0 515 

 20502 普通教育 515 0 515 

 2050201 学前教育 515 0 515 



 

表 8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年度 总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2021 年 0 0 0 0 0 0 

 2022 年 0 0 0 0 0 0 

 增减变化金额 0 0 0 0 0 0 

注：本表本年无发生额。  



 

表 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0 0 0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0 0 0 

注：本表本年无发生额。   



 

表 1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0 0 0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0 0 0 

注：本表本年无发生额。  



表 11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新型公办园 

申请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主管科室 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用款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实施单位/建设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吉溪幼儿园 实施期限 经常性项目 

预算安排方式 部门预算项目 项目类型 履职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2/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15 

项目总金额（元） 6,930,8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元） 6,930,800.00 

是否新增项目 否 资金用途 预算执行 

项目概况 

1、通过预算执行，保障本园在职教职工的正常办公及生活； 

2、通过预算执行，保障在园教职工工资绩效、社保保障费等发放、稳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师资水平； 

3、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4、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职责，保障师幼及园所财产安全，创建安全和谐教育环境； 

5、加强财务管理及固定资产管理 

项目申报依据 

(粤府办 2018-28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和广东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粤府办 2018-28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和广东省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深府办规〔2019〕2 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

展的意见、《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公办幼儿园建设工作的通知》(内含 2 个附件：民办幼儿园转型工作指引及过渡期薪酬指引)、

(深龙府办函〔2019〕16 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岗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必要性、可行性： 



项目测算标准 

2022 年测算明细： 

一、财政拨款部分： 

1、其他工资福利支出（30199）463.14 万元（其中：园长工资 25 万元；园长助理 14872*12*1=178464 元；保教主任

14203*12*1=170436 元；安全主任 13566*12*1=162792 元；报账员 11440*12*1=137280 元；资产管理员 7915*12*1=94980 元；

年级长 13433*12*1+13964*12*1=326764 元；主班教师 13034*12*1+13499*12*3+13601*12*1=800584 元；副班教师

10710*12*3+10857*12*1+10776*12*2+10790*12*1元=896948元；保健医生11241*12*1=134892元；其他干事9519*12*1=114228

元；办公室干事 11325*12*1=135900 元；保育员 7667*12*2+7793*12*4+7730*12*1=650832 元；厨师 10776*12*1=129312 元；

水电工 7287*12*1=87444 元；厨工 5830*12*2=139920 元；保洁员 5894*12*1=70728 元；专任教师 11325*12*1=135900 元） 

2、水费（30205）1.6 万元（1500 元*10 月+500*2 月=16000 元） 

3、物业管理费（30209）27.66 万元（保安服务费 7650*3*12=275400 元，垃圾处理费 100*12=1200 元）             

4、电费（30206）5.7 万元（4500*6+5000*6=57000 元）                      

5、邮电费（30207）3 万元（电话费 150*2*12=3600 元，教育网 2200*12=26400 元）                           

6、办公费（30201）2.26 万元（办公用品 5000 元，办公用纸 6750 元，打印机耗材 7860 元，饮用水 3000 元）                  

7、工会经费（30228）4.86 万（386815*12*2%*70%=48577.2 元）                        

8、福利费（30229) 0.7 万元（教职工体检费 7000 元） 

9、维修（护）费（30213）5.08 万元（日常维修维护 50808.8 元） 

10、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30299）1 万元（日常用品 10000 元） 

 

二、非税（保教费收入返还）部分： 

1、专用材料费（30218） 13.88 万元（幼儿使用的体育器材等教学材料 136800 元，保健室药品 2000 元） 

2、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30299）41.75 万元（防疫物资 8000 元，教学部门文体活动 55300 元，教师沙龙活动 6000 元，日常生

活用品 30000 元，预留本年度零星支出 30000 元，教职工饭堂运营 22*32*10*37=260480 元，残疾人保障金 10000 元，误餐费

7680 元，不达固定资产的零星采购 10000 元） 

3、维修（护）费（30213）39.99 万元（日常维修维护费用 21952 元，增置阳光遮雨窗棚 24000 元，球区地板修缮 16000 元，操

场改造工程 130000 元，零星修缮工程 215000 元（施工类：193000 元；服务类：工程设计服务：10000 元，工程监理服务 7000

元，工程造价服务 5000 元） 



4、办公费（30201）0.79 万元（书刊费用 2900 元，办公家具 5000 元） 

5、印刷费（30202）0.4 万元（贴纸、标签、奖状等印刷费用 4000 元） 

6、培训费（30216）3 万元（教研费用 30000 元） 

7、其他交通费用（30239） 0.16 万元（市内交通费 1600 元） 

8、物业管理费（30209）3.21 万元（消杀服务费 17088 元，校园绿化费 10000 元，安全用品费用 5000 元） 

9、咨询费（30203）4 万元（法律咨询 20000 元，心理咨询 20000 元） 

10、委托业务费（30227）5.7 万元（消防、电气监测服务 3000 元，年度财务、资产经济业务委托费 54000 元） 

11、其他资本性支出（31099）12.02 万元（大型玩具购置 100200 元，预算零星设备购置 20000 元） 

12、办公设备购置（31002）0.9 万元（空调 9000 元） 

 

三、其他收入（主要指幼儿伙食费收入）部分： 

1、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30299）45.5 万元（350*10*130=455000 元） 

 

2023 年测算明细：2023 年预算对比 2022 年持平 

年度目标* 

1、通过预算执行，保障本园在职教职工的正常办公及生活； 

2、通过预算执行，保障在园教职工工资绩效、社保保障费等发放、稳定教师队伍，保障教学师资水平； 

3、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4、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职责，保障师幼及园所财产安全，创建安全和谐教育环境； 

5、加强财务管理及固定资产管理 

长期目标(跨度多年的

项目需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济支出率 ≥96% 反映日常支出情况 

实际完成情况 按预算编制情况，项目实施达 98%以上 反映预算执行情况 

每个在园幼儿最少 5 本图书 ≥95% 反映图书购置情况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各一、二级预算单位执行率 90%以上 反映执行率的完成情况 

购置区域教学教玩质量达标率 ≥95% 反映幼儿教学教具质量情况 

图书使用验收通过率 ≥95% 反映图书使用验收通过情况 

时效指标* 

图书购买及时性 2022 年 12 月完成 反映图书购置完成情况 

教学培训完成及时性 ≥10 场 反映教学培训的完成情况 

幼儿成长补贴及时性 2022 年 8 月前完成 反映补助发放及时性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节约率或超支率 ≤98% 

反映项目成本控制情况，项目成本节

约率或超支率=项目实际支出成本/项

目计划支出成本 

水电暖费节约率 ≤0 

考察学校成本控制能力水电暖费节约

率=（水电暖费实际支出额-水电暖费

预算额）/水电暖费预算额 



人员经费支出占总经费支出比重 ≤64.22% 

反映经费支出的结构，人员经费支出

占总经费支出比重=人员经费支出/总

经费支出*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

标* 

采购设备使用率 ≥95% 考察采购设备使用情况 

新增图书 ≥95% 

衡量学校在图书/现有校舍总面积设

施上的投入情况，反映教育投入所带

来的成果大小。 

校园文化认同度 ≥95% 考察校园文化被师生所接受的程度 

生态效益指

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于学前教育的满意度 ≥98% 
反映社会公众对于学前教育的认同情

况 

幼儿满意度 ≥98% 反映幼儿对于幼儿园的喜爱程度 

受益教职工满意度 ≥98% 反映受益教职工对于幼儿园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