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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计划生育协会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 i

市计划生育协会主要职责是: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市计生

协会组织发展规划;联络市计生协理事;会 同有关部门和单

位组织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宣传;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    c
组织开展人口、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和家庭保健服务;承担

与省计生协会及其他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二、单位概况

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列入市级群众团体序列,由 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代管,机构规格为正处级,为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单位,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没有下属二级单位。

三、单位人员构成

市计划生育协会核定编制 5人 ,其 中: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 5人。实有在职人数 5人 ,均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



第二部分 武汉市计划生育协会 ⒛21年单位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支出类别分类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公共安全支出

2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D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安排的拨款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⒛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安排的拨款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一 )部 门项目

11节 能环保支出 (二 )公共项目
(一 )财政专户安排的资金 2城乡社区 三、上缴上级支出
(二 )其他事业收入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属单位上缴收入 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16商 业服务业等支出

19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301工 资福利支出

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3⒆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债务还本支出 313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八、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余结转
(三)其他资金结余 (含事业结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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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总表

功能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1 2 4 5 7 8

合计 264.2勹 150.87 113.4C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00101 行政运行 114.34 114.34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113.4C 113.4C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7.4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7.6ε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210202 提租补贴

2210203 购房补贴 4.21 4.21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项目 (按功能分类 )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公共安全支出

1~经费拨款 工资福利支出

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安排的拨款 对个人和家庭
(D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安排的拨款 2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⒇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安排的拨款 20g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10卫生健康支出 (一 )部 门项目

211节能环保支出 (二 )公共项 目

212城乡社区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213农林水支出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14交通运输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

2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支出经济分类

301工 资福利支出

2⒛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21住 房保障支出 30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3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本年支出合计

(一 )一般公共预算结余结转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 总计 基本支出 项 目支出

1 2 3 5

合计 222.27 150.87 71.4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39 8.39

2100101 行政运行 114.34 114.3之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71.40 71.40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7.44 7.44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7.69 7.69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7.28 7.28

2210202 提租补贴 1.52 1.52

2210203 购房补贴 4.21 4.21

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采购预算表

“三公
”
经费支出 基本支出安排

“三公
”
经费支出 项目支出安排

“三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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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行维护费

因公出国
(境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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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计划生育协会 ⒛21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
(一 )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

2021年收支 I总 预算 2“。”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27万元,占 趼。11%;其他收入 绲 万

元 ,占 15.89%。 支 出 包 括 :基 本 支 出 150.87万 元 ,占 57。O9%;

项 目 支 出 113.40万 元 ,占 辊 。91%。

(二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Ⅱ 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 万元。收入包括 :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2。” 万元。支出包括:基

本支出 150.87万元,项 目支出 71.4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
“
三公

”
经费支出情况

⒛21年无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

经费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⒛21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四、一般公共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⒛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0。“ 万元 ,

均为服务类项目。

五、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⒛21年 ,预算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管理。总体绩效目标如

下 :

(一 )实施中国计生协暖心家园服务项目。深入开展的

“
暖心行动

”,落实失独家庭帮扶工作精神慰藉、走访慰问、



志愿服务和保险保障四项制度,推进扶助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专业培训硐 场,服务活动硐 场,个体心理干

预 100人次,服务对象满意度 >⒛%。     }
(二 )实施中国计生协优生优育指导服务项目。委托专

业机构开展新婚夫妇和孕产妇生理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

16次 ,一对一专业咨询辅导 50人次,以及儿童早期发展教

育、婴幼儿启智游戏活动和日间照护服务 184场 ,服务对象

满意度 >⒛%。   ∶

(三 )实施 O-3岁 婴幼儿安全预防宣传教育项目。推进

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托育服务 )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监

督,完成 4课时课程开发,印制宣传教育绘本 10OO0本 ,服

务对象满意度 )⒛%。

(四 )实施计划生育家庭权益维护项目。围绕计生家庭、

计生困难家庭、计生特殊家庭、孕产妇和哺乳期妇女、流动

人口、青少年等开展维权服务,编 印普法宣传折页100O0份 ,

开展法律法规讲座 15场 ,服务对象满意度 >⒛%。

(五 )实施青春健康沟通之道家长培训项目。为 10-18

岁青少年家长提供青春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亲子沟通技

能培训,提高青少年家长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意识和能力,专

业培训 8期 ,开发宣传品 1套印制硐OO份 ,完成线上直播 6

课时,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六 )实施
“
关爱儿童 ·远离侵害

”
项目。委托专业机

构开展留守儿童预防不法侵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

导工作,普及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8



科学知识,增强留守儿童的自我防护意识,增强其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的监护意识和、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在 4个区开展

项目拓展工作,开展参与式培训 32场 ,家长培训 32场 ,线

上直播 ” 节,完成儿童卡通动漫性教育微课开发 1套 ,服

务对象满意度 )9O%。

(七 )协助市卫生健康委开展老年证办证业务。保障市

级老年证办证业务办公费支出。聘用老年证办证人员和会计

人员的劳务派遣工资、∴伙食等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

(二)其他收入:指除
“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

“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 )项 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本单位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 如:

1、 卫生健康支出 (类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款 ):反
'映

卫生健康管理方面的支出。

行政运行 (项 )∶ 反映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 )的基本支出。

2、 卫生健康支出 (类 )计划生育事务 (款 )∶ 反映计

划生育方面的支出。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项 )∶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

他用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3、 卫生健康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 ):反

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行政单位医疗 (项 )∶ 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 (包

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下 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

10



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

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公务员医疗补助 (项 )∶ 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医

疗补助经费。                 ,

4、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养老方面的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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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

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6、 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项 ):反映行

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

支出。

住房公积金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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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租补贴 (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

业单位向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购房补贴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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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