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单位预算

一、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概况

（一）主要职能。

略。

（二）单位机构设置情况。

本单位未设置划分内设机构。

二、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单位预算安排情况说

明

（一）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收支预算情况

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所有收入和

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

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收支总预算

725.74 万元。

（二）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收入预算情况

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收入预算 725.74 万元，其

中：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725.74 万元，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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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支出预算情况

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支出预算 725.74 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公共安全支出 668.17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26.1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9.37 万元，住房保

障支出 22.03 万元。

2.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187.88 万元，占 25.89%；

日常公用支出 51.33 万元，占 7.07%；项目支出 486.53 万元，

占 67.04%。

结转下年 0 万元。

（四）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

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收支预

算的支出。

（五）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为 0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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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为 0 万元，

无具体拨款结构情况。

3.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为 0 万元，

无具体使用情况。

（六）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为 0 万元，

无具体基本支出情况。

（七）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情况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关于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1 年预算安排 0 万元，主要原

因是无因公出国安排。

2.公务接待费：2021 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0 万元，主要

用于各类公务接待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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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1 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0 万元。主要用于工作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0.7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0.78 万元。

2.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共有车

辆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

设备 0 台（套）。

2021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

用设备、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及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

486.53 万元（涉密特费、债务还本付息项目暂不列入）均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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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管理，共涉及 3 个项目，当年资金安排 486.53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

三、名词解释

1.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2.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 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事业运行（项）指反映

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5. 公共安全支出（类）司法（款）其他司法支出（项）指

反映其他用于司法方面的支出。

6. 社会保障和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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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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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

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

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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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

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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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0.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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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01

2021年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公共安全支出 6,681,671.6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司法 6,681,671.64

三、专户资金 　　事业运行 1,816,371.64

四、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 7,257,427.80 　　其他司法支出 4,865,300.0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1,679.56

六、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1,679.56

七、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4,453.24

八、其他收入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7,226.32

卫生健康支出 93,768.60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3,768.60

　　事业单位医疗 93,768.60

住房保障支出 220,308.00

　住房改革支出 220,308.00

　　住房公积金 179,844.00

　　购房补贴 40,464.00

本年收入合计 7,257,427.80 本年支出合计 7,257,427.80

九、动用历年结转结余

十、上年结转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上缴上级支出

政府性基金结转

财政专户结转 结转下年

单位资金

收入总计 7,257,427.80 支出合计 7,257,427.80



表02

2021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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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预算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预算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7,257,427.80 7,257,427.80 7,257,427.80

238 市司法局 7,257,427.80 7,257,427.80 7,257,427.80

　238003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7,257,427.80 7,257,427.80 7,257,427.80



表03

2021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人员支出 公用经费

** ** 1 2 3 4 7 8 9

合计 7,257,427.80 1,878,821.16 513,306.64 4,865,300.00

204 公共安全支出 6,681,671.64 1,303,065.00 513,306.64 4,865,300.00

　20406 　司法 6,681,671.64 1,303,065.00 513,306.64 4,865,300.00

　　2040650 　　事业运行 1,816,371.64 1,303,065.00 513,306.64

　　2040699 　　其他司法支出 4,865,300.00 4,865,3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61,679.56 261,679.5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61,679.56 261,679.5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4,453.24 174,453.2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7,226.32 87,226.3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3,768.60 93,768.6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3,768.60 93,768.6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93,768.60 93,768.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0,308.00 220,308.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20,308.00 220,308.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79,844.00 179,844.00

　　2210203 　　购房补贴 40,464.00 40,464.00



表04

2021年市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一、本年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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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总计

备注：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没有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表05

2021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4 5

合计

备注：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没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故本表无数据。



表06

2021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经济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备注：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没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表07

2021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 1 2 3 4 5 6

合计

备注：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没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表08

2021年市级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备注：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没有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的支出 ，故本表无数据。



表09

2021年市级部门项目支出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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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合计 4,865,300.00 4,865,300.00

其他专项公用类项目 公证业务管理费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4,157,500.00 4,157,500.00

设备购置类项目 办公设备购置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107,800.00 107,800.00

房租类项目 房租费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600,000.00 600,000.00



2021年市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 【238003】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资金安排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符号 指标值 计量单位 指标权重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专户资金 其他资金

238 市司法局

　238003 　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

　　2010 　　公证业务管理费 4,157,500.00 4,157,500.00

为规范公证活动，保障公证机构和公证员依法履行职
责，预防纠纷，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能积极开拓公证业务，扩大公证影响力，开拓创
新、服务于民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程序规范性  定性  规范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人数  =  29 人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率  =  95 (%)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设施正常运行率  ≥  95 (%)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社会和谐  定性  促进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性  定性  及时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9 (%) 20

　　办公设备购置 107,800.00 107,800.00

办公设备购置项目主要是为了加强工作人员的综合业务

能力，完善公证管理体系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业务保障能力提升情况  定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  99 (%)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合同执行率  =  95 (%)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采购工作及时性  定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设备数量  =  23 台/件/辆/套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率  ≥  95 (%)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设备使用率  ≥  98 (%)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9 (%) 30

　　房租费 600,000.00 600,000.00

保障公证机构正常运转，能积极开拓公证业务，扩大公

证影响力。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赁面积  =  690 平方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定性  符合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  99 (%)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地群众满意度  ≥  99 (%)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年单位租金与同类地段租金比  ≤  80 (%) 2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租赁用房质量及规格标准化  定性  符合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使用人数  =  29 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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