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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印发镇村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平办发﹝2015﹞34 号）要求，内设四办、两所、三

站：

1、党政综合办公室（审计所）。主要职责：承担党委、

政府日常事务；负责纪检监察工作；负责驻镇政协委员的联

系工作；负责党务、政务公开工作；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宣

传工作；负责教体、卫计行政工作；负责组织、统战、国防

动员教育、民兵预备役和群团等工作；负责人事编制、档案

管理、目标考核等工作；负责审计相关工作；协调各项中心

工作。

2、人大主席团办公室。主要职责：承担镇人大主席团

日常工作；负责人大主席团的政务、事务工作；负责人大代

表的组织、联络工作，完成镇党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3、经济发展办公室（自然资源所、生态环境所）。负

责制定并实施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制定镇村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负责村（居）民建房规划前置审批；负责

村（居）民建房及集体建设用地初审和监管实施、耕地保护、

土地矿产动态巡查、地质灾害防治；负责产业发展，脱贫攻

坚、环境保护等工作；负责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协

调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

4、社会治理办公室。主要职责：主要负责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信访、维稳、反邪教等工作；负责法治宣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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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及法律援助等工作。

5、农业综合服务站。承担防旱抗汛、防灾减灾和气象

服务工作；承担动植物防疫和畜牧兽医监管工作；承担农业、

林业、科技、水利综合开发、技术推广、生产经营、土地流

转等相关服务工作。

6、社会保障服务站。承担社会保险、农村合疗、福利

救助等具体服务工作；承担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具体服务

工作；承担退役军人事务、拥军优属、民族宗教、老龄事务、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等民政事务工作。

7、公共事业服务站（文化站)。承担辖区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管理；承担镇、村道路管护；承担文化工作，负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担环境卫生、供水供电等公共事业

服务工作。

8、市场和质量监管所（驻镇单位）。负责辖区商贸流

通、农产品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市场监管工作；负责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

9、财政所（驻镇单位）。负责本镇财政预决算编制、

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和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管理；负责本镇政

府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和核算；负责本镇村（组）账镇代管

会计核算；负责本镇涉农惠农资金“一卡通”的兑付工作；

负责本镇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负责本镇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本镇非税收入的管理；负责本镇财政

专项资金的管理；贯彻党和国家财经方针政策，严格执行财

政法规和财经制度，监督本镇范围内各单位的财务活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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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镇党委、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按照上级要求及工作需要，增设以下机构：

10、巩固衔接办公室。负责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扶贫开发、农综开发的检查验收和资

金管理工作；负责防返贫监测、政策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聚力脱贫成果巩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强化监测帮扶防返贫。对所有农户开展常态化监测排

查，加强“三类户”等重点群体针对性帮扶，持续提升“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加强驻村帮扶，做到责任网

格化、监测信息化，确保早发现、早干预，因户因人早施策，

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疏通影响群众基本生活的堵点难

点，实现一般农户稳步发展，监测对象越过越好。

紧盯示范创建促振兴。坚持规划先行，本着“乡村振兴

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目标，以牛角坝村省

级示范村创建为重点，建立工作专班，调动农民积极参与，

建设年产 100 吨红黑茶生产线一条，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10

万元。推动乡村“面子”“里子”再提升，全面开展“扫干

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专项行动，保持村庄院落干

净整洁，建成生态美、村容美、庭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

美丽宜居乡村，高标准创建达标牛角坝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

抓好整体推进强基础。超前谋划尚家坝村乡村振兴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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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同步推进其他 8 个村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持续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残垣断壁拆除和旧房改造等工作，引导群众

自觉扫干净、摆整齐，实现房前有花园、房后有庭院，让美

丽乡村更有精神、有品味。

（二）聚力农业产业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扩大粮食生产。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落实“长牙齿”

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全面开展撂荒地统筹利用，落实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5000 亩，

稳步发展富硒粮油 2 万亩，在泗王庙村实施 200 亩稻鱼综合

种养，新建富硒水稻加工厂房 1 处，实现全镇年产粮 4700

吨，油料产量稳定在千吨左右目标。

突出管理管护。适时邀请县农技专家深入指导，持续组

织人员对 3000 亩老茶园茶网蝽病虫害进行防治，并同步加

大松材线虫病疫木处置力度，扩大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在统

一防治、处置的基础上开展群防群治，确保管理管护到位。

发展特色产业。全面推广茶桑间套和工厂化养蚕，7 月

底前建成投产湖河村集养蚕、缫丝、蚕丝制品生产全链条养

蚕工厂一家，确保年底前烘干蚕茧 20 吨，生产蚕丝被 1000

床。整合现有资源，强化科技引领和带动帮扶，发展林下魔

芋 1000 亩，完成尚家坝村魔芋加工厂提等升级。新发展林

下中药材 3500 亩，新建中药材加工厂房 1 处，分别建成尚

家坝村标准化茶叶加工厂和牛角坝村灵芝加工厂，培育省级

龙头企业 1 家、SC 认证企业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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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力乡村颜值提升，打造舒适宜居家园

加快项目建设。补齐路灯亮化短板，建成尚家坝通村路

双车道，完成蒿子坝村出境道路水毁修复和 22 千米通组路

建设，力争开通县城至三阳公交线路，全力争取三阳至安岚

高速连接线项目落地，稳步推进楠林溪谷乡村民宿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建成投用湖河村一站式便民服务设施，

落实落细“林长”、“河长”、“路长”责任，持续做好“四

好农村路”创建。加强搬迁后扶，用好长效机制，创建“五

星社区”，建成集镇安置区“小菜园”。

加大生态环保。深入开展河道乱采、乱占、乱堆、乱建

问题专项政治，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全面落实“秸

秆禁烧”，守护好绿水青山。管好用好集镇污水处理厂、垃

圾填埋场，建成天池、蒿子坝、湖河 3 个村级污水处理站，

坚决杜绝生活污水直排。

（四）聚力保障社会民生，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提升教育质量。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落实“双减”

政策，完成小学教师周转房、运动场建设，完善梁坝安置区

幼儿园设施配套，压实控辍保学工作责任，深化德智体美劳

教育，让学生身心健康更有保障。

改善公卫服务。科学抓好疫情防控，持续做好“防输入”，

全面精细排查返乡人员，落实“五包一”责任，定期组织业

务培训，举行应急演练，坚决守住“零确诊”成果。加快推

进卫生院业务综合楼建设，严格落实农村合疗、大病报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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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主动邀请、聘请名医、专家开展“送诊下乡”

活动，提升身医护人员医疗救治水平。

增进民生福祉。认真落实计生奖补、残疾人两项补贴、

三胎等政策，做好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工作，妥

善解决好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大力实施免费技能培训，全力

支持和帆电子、清芳煊语等社区工厂发展，建设标准化社区

工厂厂房 3000 平方米，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能

致富，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五）聚力安全维稳，建设平安三阳

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提升“321”基层治理模式，建好

并深化“一网通”联系服务管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处理力度，

持续开展平安建设宣讲和“八五”普法、防电信网络诈骗知

识宣传，竭力守护群众“钱袋子”安全。

守住安全底线。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抓好道路交通、

森林防火、非煤矿山等安全工作，加大食品药品监管，守护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落实落细防汛防滑“三到户”工作责任，

备足抢险救灾物资，强化值班值守，畅通灵通信息，建立健

全快速反应机制，坚决守住“零事故、零伤亡”底线。

培树文明乡风。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践站，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极申创市级文明镇，高标准创建

文明村、文明单位，大张旗鼓评选表彰“好媳妇、好婆婆、

好妯娌”等模范典型、身边好人，繁荣乡土文化，厚植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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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温润乡村“精气神”，让人民群众共享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预算。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三阳镇人民政府部门本级（机关）

2 ……

…… ……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59 人，其中行政编制

24 人、事业编制 35 人；实有人员 52 人，其中行政 18 人、

事业 34 人。

https://www.so.com/link?m=bAnyODzUHgMOvpjGd6x4umwlidDvlzjSgu+iXoe5O1wvhTNyl+ApnoObfnLE3NzFprFd0xRA74gpSFlFaaC+b2LFIMiwXZXbn84fQeIYHvSxXBYjL9xlYWdh333fby+sy8KofkuQQXGxvHIx6ojPaNoGLrUMgBsthc8jOIc/Gc6I+7XVuYGXpsElVY+cXPOgh2uY/YEnomxdLN7XTUf9MGHXWtHJTQ7j68IP/oOseHNlCTsQAqzRSgo/mcvhJr0i6W7CUyAxbBaIW7WYOqic9Vw==
https://www.so.com/link?m=bAnyODzUHgMOvpjGd6x4umwlidDvlzjSgu+iXoe5O1wvhTNyl+ApnoObfnLE3NzFprFd0xRA74gpSFlFaaC+b2LFIMiwXZXbn84fQeIYHvSxXBYjL9xlYWdh333fby+sy8KofkuQQXGxvHIx6ojPaNoGLrUMgBsthc8jOIc/Gc6I+7XVuYGXpsElVY+cXPOgh2uY/YEnomxdLN7XTUf9MGHXWtHJTQ7j68IP/oOseHNlCTsQAqzRSgo/mcvhJr0i6W7CUyAxbBaIW7WYOqic9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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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913.86 万元，均属于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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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5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数减少，工资福利减少；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913.8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

出 913.86 万元、无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2021 年本部门预

算支出较上年增加减少 49.45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数减

少，工资福利支出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913.8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913.86 万元、无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49.45 万元，主要原因是

在职人数减少，工资福利支出减少；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

支出 913.8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13.86 万元、

无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

减少 49.45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数减少，工资福利支出

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13.86 万元，

减少 49.45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人数减少，工资福利支出

减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2 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3.86 万元，其

中：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行政运行（20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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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55 万元，财政事务-行政运行（2010601）5 万元，农村

环境保护（2110402）27.57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130504）2 万元，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

（2130705）222.38 万元，住房公积金（2210201）37.36 万

元，其他专项经费 10 万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13.86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529.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02）

376.1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8.09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1、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

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1、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

出 1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1 万元。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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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无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1、2022 年当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0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0 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类预算 0 万元。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并已公开空表。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1、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 913.86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

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

目标表）。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

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1、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88.23 万元，较上

年增加 11.18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公费增加。

2、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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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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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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 内容）

平利县三阳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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