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01-1表

1.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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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2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2.3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卫生健康支出 8.9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7.87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五、单位资金 64.28

（一）事业收入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64.28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08.70 本年支出合计 209.21

上年结转结余 0.51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209.21 支 出 总 计 209.21



预算01-2表

2.部门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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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06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209.21 208.70 144.42 64.28 64.28 0.51 0.51

合计 209.21 208.70 144.42 64.28 64.28 0.51 0.51



预算01-3表

3.部门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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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9 87.11 41.00 64.28 64.28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82 8.82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05 0.0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77 8.77

20816   红十字事业 183.57 78.29 41.00 64.28 64.28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83.57 78.29 41.00 64.28 64.2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95 8.9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95 8.9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67 5.67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4 3.04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24 0.2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87 7.8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87 7.8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7 7.87

合  计 209.21 103.93 41.00 64.28 64.28



预算02-1表

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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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2 一、本年支出 144.93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4.42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1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卫生健康支出 8.95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住房保障支出 7.87

二、上年结转 0.51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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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3 支 出 总 计 1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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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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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0 86.60 77.06 9.54 4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46 8.46 8.41 0.05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0.05 0.05 0.0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41 8.41 8.41

20816   红十字事业 119.14 78.14 68.65 9.49 41.00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19.14 78.14 68.65 9.49 41.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8.95 8.95 8.9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8.95 8.95 8.95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67 5.67 5.67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4 3.04 3.04

21011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0.24 0.24 0.2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87 7.87 7.87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7.87 7.87 7.87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87 7.87 7.87

合  计 144.42 103.42 93.88 9.54 41.00



预算03表

6.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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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4.31 4.31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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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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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103.93 103.42 32.14 62.33 8.95 0.5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29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01 基本工资 26.43 26.43 8.99 17.4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29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03 奖金 2.20 2.20 0.75 1.4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29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07 绩效工资 38.90 38.90 13.23 25.6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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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8.41 2.86 5.5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67 5.67 5.6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社会保障缴费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04 3.04 3.0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社会保障缴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11 0.11 0.04 0.0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社会保障缴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01 1.01 0.34 0.6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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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0.24 0.2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2 住房公积金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0113 住房公积金 7.87 7.87 2.68 5.19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01 办公费 0.68 0.68 0.23 0.4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02 印刷费 0.08 0.08 0.03 0.0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1 差旅费 1.70 1.70 0.58 1.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0.05 0.05 0.02 0.0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6 培训费 0.20 0.20 0.07 0.1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7 公务接待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7 公务接待费 0.45 0.45 0.15 0.3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5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62 0.62 0.21 0.4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5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69 3.69 1.26 2.4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39 工会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8 工会经费 1.01 1.01 0.34 0.6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9 福利费 1.01 1.01 0.34 0.6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530000210000000023840 一般公用经费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05 0.05 0.02 0.0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0002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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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 0.36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00020999 社会保障缴费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15 0.15

合  计 103.93 103.42 32.14 62.33 8.9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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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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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105.28 41.00 41.00 64.28 64.28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01 办公费
1.95 1.95 1.95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1 差旅费
3.93 3.93 3.93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1.20 1.20 1.20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5 会议费
0.48 0.48 0.48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16 培训费
3.56 3.56 3.56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6 劳务费
21.60 21.60 21.60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6 劳务费
56.28 56.28 56.28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7 委托业务费
4.38 4.38 4.38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0227 委托业务费
8.00 8.00 8.00

事业发展类 530000210000000
032169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云南省分库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90 3.90 3.90

合  计 105.28 41.00 41.00 64.28 64.28



预算05-2表

9.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本级下达 ）
单位名称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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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公车购置及运维费
5300002100000000

2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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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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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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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5300002100000000

2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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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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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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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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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02100000000

2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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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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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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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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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5300002100000000

32169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红十字事业自 《中华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颁

布以来 ，我国红十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充分发挥其在人道领

域的政府助手作用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促进我国红十字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及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2〕25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

（云政发 〔2013〕66号）中关于 “要切实加强造血干细胞捐献

工作“，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将按照工作进度及要求制定以下

绩效目标 ：

1、分库组织人员到地州工作站进行督促指导和扶持 ，不得少于

4次督导工作 。

2、2022年完成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

3、2022年度云南分库确保完成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入库捐献采集

人数4000人份。

4、2022年度干细胞捐献及无偿献血培训 1次。

5、2022年造血干细胞分库短信或电话回访等形式捐献服务满意

度达到 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造血干细胞累计捐献数 >= 22 人 定量指标 2022年总库系统下达累计 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志愿入库捐献采集人数 >= 4000 人 定量指标 2022年度云南分库将确保完成志愿入库募集 4000人份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入库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督导次数 >= 4 次 定量指标 2022年组织人员到地州工作站进行督促指导和扶持工作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活动费

次数
>= 2 次 定量指标 2022年造血干细胞项目志愿服务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造血干细胞项目聘用劳务派遣

人员数量
= 4 人 定量指标 2022年造血干细胞项目预算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布稿件数量 >= 50 篇 定量指标 反映通过相关媒体 、网络等发布或推送稿件的篇数情况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议次数 = 1 次 定性指标 反映预算部门 （单位）组织开展各类会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开发放的宣传材料数量 = 5000 份 定量指标 反映制作宣传画 、宣传册等的数量情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参训率 >= 60 % 定量指标 反映预算部门 （单位）组织开展各类培训中预计参训情况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出勤率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预算部门 （单位）组织开展各类培训中参训人员的出勤情况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进

行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调查
>= 22 人 定量指标

通过测评调查将有效提升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质量 ，是血液病患者对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整体评价 ，提升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在社会上的声誉和血液病患者对干细胞分库的信任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宣传内容知晓率 >= 5000 人 定量指标 反映通过抽查方式完成 ，相关受众群体对宣传内容的知晓程度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宣传覆盖率 = 人次 人 定量指标
通过测评调查将有效提升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质量 ，是血液病患者对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整体评价 ，提升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在社会上的声誉和血液病患者对干细胞分库的信任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登记服

务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2022年造血干细胞分库电话回访等形式达到 95%

  公务接待费
5300002100000000

2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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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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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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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会经费
5300002100000000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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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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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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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公用经费
5300002100000000

2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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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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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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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算05-3表

10.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另文下达）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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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因无另文下达资金等原因，所以本表公开空表。



1 0 1 预算06表

1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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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故此表为空。



预算07表

12.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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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3.90 3.90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电脑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元 2 1.20 1.20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电脑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元 1 0.70 0.70

  造血干细胞捐献项目专项资金 照相机 A0202050102 通用照相机 元 1 2.00 2.00

合  计 3.90 3.90



预算08表

13.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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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无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本表无数据。



预算09-1表

14.省对下转移支付预算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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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无省对下转移支付预算，故此表为空。



预算09-2表

15.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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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无省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目标预算，故此表为空。



预算10表

16.新增资产配置表
单位名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云南省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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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注：本表无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