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度单位预算
目录

主要职能
机构设置
预算编制说明
2017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2017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2017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2017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2017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
2017年预算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表
相关情况说明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主要职能

   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是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事业单位，受石泉路街道办事处领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
辖区内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
　　主要职责为：推动社区教育工作，开展社区公益活动，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普及各类技能培训。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设置1个机构，即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17年，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预算支出总额为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



2017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二、…

2. 政府性基金 三、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



2017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合计



2017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17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 二、…

三、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17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17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合计



2017年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相关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0万元，包括使用市级财政拨款预算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2016年预算持平。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0万元，主要安排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比2016年预算持平。

公务接待费预算0万元，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
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比2016年预算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主要安

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比2016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
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度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四、预算绩效情况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2017年度无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7年 )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7年 )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7年 )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