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三、人员构成情况

四、车辆构成情况

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二、支出预算说明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五、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六、政府采购情况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八、预算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九、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十、空表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附表



- 2 -

1．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10．政府采购预算表

11．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表

12．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为

郑州市人民政府直属正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编制、执行

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负责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提取、使用等情况；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核算，指

导、监督分支机构的内部核算；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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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用计划执行情况报告；拟订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

案；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办公室、组织人事处、计划财务处、

行政审批办公室、分支机构管理处、监察执法处、归集管理

处、信息管理处、信贷管理处、审计监督处、项目贷款处、

管办秘书处；荥阳管理部、中牟管理部、新郑管理部、新密

管理部、登封管理部、航空港区管理部、上街分中心。

（二）下属单位：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

中心、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

（三）公积金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包括机关本级

预算和下属单位预算。

三、人员构成情况

部门机关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人员共有编制 133人，其

中：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 133人；在职职工 115人，离

退休人员 18人等。

四、车辆构成情况

2021年管理中心共有车辆 13辆，其中公务用车 13辆，

其他公务用车 0辆，未申请购置新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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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21 年收入预算 4742.7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4742.71万元（财政拨款 3629.21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 0万元、专项收入 0万元、国有资产资源有

偿使用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1113.50万元），政府性基金

收入 0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0万元。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21年支出预算 4742.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532.71

万元，项目支出 2210万元。

（一）按功能科目分类，包括包括教育支出 60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0.60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74.97万元，

住房公积金管理 4247.14万元。

（二）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2532.71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400.1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115.07

万元，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7.52万元，资本性支出 0万元；

项目支出 2210万元。

（三）主要项目：贷款印花税及中心审计经费 192万元；

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 48 万元；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 200 万

元；办事大厅运行经费 70 万元；公积金信息专网及驻场服

务经费 249 万元；公积金管委会运转经费 40 万元；劳务派

遣人员聘用经费 1221 万元；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郑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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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25 万元；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郑煤分中心）50 万

元；劳务派遣人员聘用经费（郑煤分中心）65万元；公积金

管理系统服务费（省电力分中心）50万元。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4742.71万元，政府性基

金收支预算 0 万元。与 2020 年预算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

支预算增加 37.94万元，增加原因是社保及公积金基数上调，

基本支出增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增加 0万元，无增减

变化。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4742.71万元，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教育支出 60 万元，占 1.27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360.60万元，占 7.60%；医疗卫生支出 74.97万元，占

1.58%；住房公积金管理支出 4247.14万元，占 89.55%。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 2532.71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417.6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五险二金、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1115.07万元，主要包

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福利费、工会经费、培

训费、会议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购置费、

委托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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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0万元，无此项目费用。

（五）“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 34.9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 0 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

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

等支出。预算数比 2020 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无此项

目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70万

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预算数比 2020 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无此项目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比 2020年减少 7.3万元，主要原

因：公务用车减少且公积金中心压缩节约相关经费。

3．公务接待费 4.2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预算数比 2020年减少 2.6万元。

主要原因：预计接待减少并压缩经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1年，运行经费安排 1115.07万元，主要用于公积金

中心正常办公运行，其中：办公费 56.94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30.70 万元、公务接待费 4.20 万元、印刷费 30 万

元、培训费 60万元、会议费 10万元、物业管理费 83.03万

元、购置费 46万元、差旅费 52万元、邮电费 17.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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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费 69.56万元、其他交通费 2.8万元、维修（护）费 38

万元、委托业务费 498万元、工会经费 17.66万元、福利费

35万元。公积金中心响应号召厉行节约，整体压缩运行经费。

五、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

通知》（财预〔2017〕98号）要求，从 2019 年起全面实施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根据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

的不同特点，分设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政府预算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两套科目之间保持对应关系。根据经济分

类科目改革要求，公积金中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按两套经济分类科目反映全部预算支出。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 4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

出 34万元，印刷、出版 8万元，具体采购明细如下。

1.投影仪，单价 0.7万元，数量 1个，共计 0.7万元；

2.碎纸机，单价 0.6万元，数量 3个，共计 1.8万元；

3.印刷品，单价 8万元，数量 1批，共计 8万元；

4.摄像机，单价 0.5万元，数量 1个，共计 0.5万元；

5.传真机，单价 0.5万元，数量 2个，共计 1万元；

6.自动化设备，单价 30万元，数量 1个，共计 30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3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13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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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用车 0辆，其他用车 0辆；单价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1

台（套），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

八、预算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年公积金中心共有 11个专项列入预算项目绩效，

且项目绩效目标按要求编制完成。贷款印花税及中心审计经

费 192 万元；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 48 万元；公积金业务发

展经费 200 万元；办事大厅运行经费 70 万元；公积金信息

专网及驻场服务经费 249 万元；公积金管委会运转经费 40

万元；劳务派遣人员聘用经费 1221 万元；公积金政策宣传

经费（郑煤分中心）25万元；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郑煤分

中心）50 万元；劳务派遣人员聘用经费（郑煤分中心）65

万元；公积金管理系统服务费（省电力分中心）50万元。

九、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公积金中心 2021年未安排转移支付

十、空表情况说明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财

政未安排此项经费预算。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

公积金中心没有国有资本经营。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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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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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

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

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

支出。

第四部分 附表

1．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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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10．政府采购预算表

11．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表

12．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47,427,098 一、基本支出 25,327,098 

    1、财政拨款 36,292,098     1、工资福利支出 14,001,174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5,224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11,150,70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35,000 二、项目支出 22,100,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500,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3、基本建设项目

五、其他各项收入     4、其他项目 21,600,0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47,427,098 本年支出合计 47,427,098 

第 1 页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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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合计 47,427,098 47,427,098 36,292,098 

095001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 37,200,423 37,200,423 32,839,823 

205 08   02   干部教育 400,000 4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56,504 156,504 156,5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5,980 1,255,980 1,255,9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667,239 667,239 667,23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93,773 1,793,773 1,793,773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32,926,927 32,926,927 28,966,327 

0950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 6,670,000 6,670,000 5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0 90,000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6,580,000 6,580,000 500,000 

095004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3,556,675 3,556,675 2,952,275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10,000 1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720 18,720 18,7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5,303 155,303 155,30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2,504 82,504 82,50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25,679 225,679 225,679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2,964,469 2,964,469 2,470,069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47,427,098 25,327,098 14,001,174 175,224 11,150,700 22,100,000 500,000 21,600,000

095001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 37,200,423 17,000,423 12,470,119 156,504 4,373,800 20,200,000 20,20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400,000 400,000 4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56,504 156,504 156,5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5,980 1,255,980 1,255,9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667,239 667,239 667,23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93,773 1,793,773 1,793,773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32,926,927 12,726,927 8,753,127 3,973,800 20,200,000 20,200,000

0950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 6,670,000 6,170,000 6,170,000 500,000 5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0 90,000 90,000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6,580,000 6,080,000 6,080,000 500,000 500,000

095004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3,556,675 2,156,675 1,531,055 18,720 606,900 1,400,000 1,40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10,000 110,000 1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720 18,720 18,7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5,303 155,303 155,30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2,504 82,504 82,50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25,679 225,679 225,679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2,964,469 1,564,469 1,067,569 496,900 1,400,000 1,400,00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 47,427,098 一、基本支出 25,327,098 

    1、财政拨款 36,292,098     1、工资福利支出 14,001,174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75,224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商品服务支出 11,150,70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35,000 二、项目支出 22,100,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500,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基本建设项目

    4、其他项目 21,6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47,427,098 本年支出合计 47,427,098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47,427,098 25,327,098 14,001,174 175,224 11,150,700 22,100,000 500,000 21,600,000 

095001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 37,200,423 17,000,423 12,470,119 156,504 4,373,800 20,200,000 20,20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400,000 400,000 4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56,504 156,504 156,5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55,980 1,255,980 1,255,98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667,239 667,239 667,23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93,773 1,793,773 1,793,773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32,926,927 12,726,927 8,753,127 3,973,800 20,200,000 20,200,000 

0950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 6,670,000 6,170,000 6,170,000 500,000 50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0 90,000 90,000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6,580,000 6,080,000 6,080,000 500,000 500,000 

095004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3,556,675 2,156,675 1,531,055 18,720 606,900 1,400,000 1,40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10,000 110,000 1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720 18,720 18,7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5,303 155,303 155,30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2,504 82,504 82,50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25,679 225,679 225,679 

221 03   02   住房公积金管理 2,964,469 1,564,469 1,067,569 496,900 1,400,000 1,400,00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合计 47,427,098 25,327,098 14,001,174 175,224 11,150,700 22,100,000 500,000 21,600,0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4,603,968 4,603,968 4,603,968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5,146,164 5,146,164 5,146,16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411,283 1,411,283 1,411,283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749,743 749,743 749,74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70,564 70,564 70,56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019,452 2,019,452 2,019,452

302 01 办公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469,400 569,400 569,400 2,900,000 2,900,000

302 02 印刷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030,000 300,000 300,000 730,000 730,000

302 03 咨询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30,000 530,000 530,000

302 04 手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806,500 6,500 6,500 1,800,000 1,800,000

302 05 水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5,600 15,600 15,600

302 06 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80,000 680,000 680,000

302 07 邮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79,600 179,600 179,6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830,340 830,340 830,340

302 11 差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20,000 520,000 52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880,000 380,000 380,000 500,000 500,000

302 15 会议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00,000 100,000 100,000

302 16 培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00,000 600,000 6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2,000 42,000 42,000

302 26 劳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2,940,000 80,000 80,000 12,860,000 12,86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800,000 4,980,000 4,980,000 820,000 82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76,560 176,560 176,560

302 29 福利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50,000 350,000 35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07,000 307,000 307,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8,000 28,000 28,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5,700 15,700 15,700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175,224 175,224 175,22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460,000 460,000 460,000

31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2,490,000 2,490,000 2,490,00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25,327,098 14,192,098

301 01 基本工资 4,603,968 4,603,968

301 02 津贴补贴 5,146,164 5,146,16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411,283 1,411,283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49,743 749,74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70,564 70,56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019,452 2,019,452

302 01 办公费 569,400

302 02 印刷费 300,000

302 03 咨询费 530,000

302 04 手续费 6,500

302 05 水费 15,600

302 06 电费 680,000

302 07 邮电费 179,6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830,340

302 11 差旅费 520,00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302 13 维修(护)费 380,000

302 15 会议费 100,000

302 16 培训费 6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42,000

302 26 劳务费 8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4,98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76,560

302 29 福利费 35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7,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8,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700 15,700

303 02 退休费 175,224 175,22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460,00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349,0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42,000

3、公务用车费 307,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7,000

      （2）公务车购置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
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本部门无政府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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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
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
和家庭
的补助
支出

商品服
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
业和经
济发展
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9 420,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投影仪 台 1 7,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碎纸机 台 3 18,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 印刷、出版 批 1 80,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摄影、摄像器材 台 1 5,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传真机 台 2 10,000

221 03 0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 台 1 300,000

备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要向中小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业

的比例不低于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20%。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贷款印花税及中心审计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建功 联系人 景华峰

联系电话 6717218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92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92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2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2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一是公积金中心承担贷款印花税（0.005%），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时，每发放一笔贷款均需
与借款人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合同》，按贷款发放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交纳印花税；二是在办理
房屋抵押登记时，公积金中心作为抵押权人应缴纳抵押登记费，标准为每笔80元；三是公积金年
度收支决算，经财政部门委托会计事务所审计审定。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号）及财政部《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财政监督管理的通知》（财综〔2005〕52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公积金中心负责指导全市行政区域内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管理，执行市本级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计划，审批发放贷款，协调担保机构、受托银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等相关业务；负责对住房
公积金政策法规，内部控制制度，住房公积金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住房公积金的归集、提取、
贷款发放及回收情况，会计核算情况及固定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公积金中心承担贷款印花税（0.005%），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时，每发放一笔贷款均需
与借款人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合同》，按贷款发放金额的万分之零点五交纳印花税；二是在办理
房屋抵押登记时，公积金中心作为抵押权人应缴纳抵押登记费，标准为每笔80元；三是公积金年
度收支决算，经财政部门委托会计事务所审计审定。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稳定我市房地产市场，保障缴存职工住房，力争受益人满意度达到100%。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预计发放贷款50亿元，预计服务缴存职工30万人，对稳定我市房地产市场，保障缴存职工
住房起到较大作用，力争受益人满意度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审计工作完成率 100%

发放贷款 30亿

质量

时效
税金缴纳 及时

抵押登记费缴纳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公积金资金安全率 100%

印花税缴纳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管委会运转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邱长平 联系人 徐亚丽

联系电话 6717209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管委会经费主要用于管委会会议、培训、日常办公

立项依据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明确规定：“直辖市和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设区的市（地、州、盟），应当设立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作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依法成立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郑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

提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方案，及时处理单位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的申请，做好管理委员会文字、档案、后勤、信访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管理规定和财政部门财务管理相关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适时提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方案，及时处理单位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的申请，做好管理委员会文字、档案、后勤、信访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出台更多利于缴存职工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的政策，使更多企业自愿缴存公积
金，争取国有企业缴存率达到100%。

年度绩效目标
出台更多利于缴存职工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的政策，使更多企业自愿缴存公积
金，争取国有企业缴存率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公积金管委会会议 4场

公积金管委会委员培训 2次

质量 公积金政策与楼市变化贴合率 100%

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国有企事业单位缴存率 100%

环境效益

公共机构区能机关单位建筑面
积能耗

下降2%

教育系统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增
幅

≤1.50%

卫生系统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下降2%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郝春玉 联系人 牛莉

联系电话 6717890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26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26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管理中心设有县区分支七个。分别为上街分中心、新密管理部、登
封管理部、荥阳管理部、新郑管理部、中牟管理部以及巩义管理部

。各县区分支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归集、支付、使

用等具体管理工作。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主要用于县区管理部日常
办公。

立项依据
《关于建立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通知》（郑编〔2002〕

59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证各县区公积金业务开展顺利。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主要用于县区管理部日常办公。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依据充分；预算金额与专项年度目标相适应，
数据来源准确；全年归集、信贷等各项业务完成率100%；促进缴存

单位工作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公积金的发展；力争职工满意度达到

100%。

年度绩效目标
县区管理部是我中心驻各县区的办事部分，主要服务当地缴存职
工，2021年预计办理归集、发放贷款、提取、政策咨询等业务120万

个，服务群众180万人。力争群众满意度达到10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供应水电正常日率 =100%

购买办公用品完成率 =100%

物业正常开展日率 =100%

质量

物业考核合格率 合格

购买办公用品合格率 合格

车辆维护合格率 合格

时效

物业相关费用缴纳及时

性
及时

物业响应及时性 及时

车辆维护及时性 及时

办公用品购买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办公场所的整洁度 ≥95%

办公场所的安全度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办公人员满意度 ≥9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物业响应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劳务派遣人员聘用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怀玉 联系人 王清泉

联系电话 67172655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22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22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221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221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中心现有聘用人员161人（分布市内五区及6个管理部）按照管委会批准的聘
用人员经费标准保障相关经费，确保中心聘用人员的工资发放和六险一金的

缴交，保证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立项依据

《关于对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增加使用聘用人员的批复》（郑公管委〔

2011〕8号）、《关于增加客服中心合同制人员的请示》（郑公积金〔2013
〕18号）和《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增加劳务派遣合同制人员的请示

》（郑公积金〔2014〕5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根据管委会《关于对郑州住房公积基金管理中心增加使用聘用人员的批复》
（郑公管委〔2011〕8号），为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同意公积金中心以郑州
市人才交流（劳务）派遣方式增加使用聘用161人。公积金中心负责人事调

配、职工培训等工作。实施聘用人员管理制度，组织业务能力培训,严格考

评，建立进入和退出机制,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切实保障聘用人员的
合法权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确保中心聘用人员的工资发放和六险一金的缴交，保证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
工作顺利进行。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服务群众900万人，办理公积金业务700万件，力争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年度绩效目标
预计2021年服务群众300万人，办理公积金业务250万件，力争群众满意度达
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发放工资人数 161人

质量 聘用人员工资足额发放率 =100%

时效 工资发放及时性 按月及时发放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证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顺利进行

保障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聘用人员满意度 =100%

服务群众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办事大厅运行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春 联系人 刘春

联系电话 6788686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7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7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99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99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公积金中心行政审批办公室下设5个办事大厅：郑东新区厅、经开区大厅、花园路大厅、二七区
政务大厅、市政务大厅，为广大缴存职工办理提取、贷款、查询等业务。

立项依据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4年8月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通过）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公积金中心在各区设立办事窗口，各办事网点负责提供公积金的提取、贷款、查询等服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财务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公积金中心行政审批办公室下设5个办事大厅：郑东新区厅、经开区大厅、花园路大厅、二七区
政务大厅、市政务大厅，为广大缴存职工办理提取、贷款、查询等业务。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预计2021-2023年服务群众900万人，办理公积金业务500万件，力争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年度绩效目标 预计2021年服务群众300万人，办理公积金业务150万件，力争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服务群众 200万

质量 办理公积金业务 ≥150万件

时效 服务群众及时率 100%



产出目标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办事大厅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花园路、经开区、郑东新区办事

大厅正常运转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群众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发展机制完善性 完善

信息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信息专网及驻场服务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凌宇 联系人 王玺

联系电话 6717219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49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49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49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49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一是中心到住建部、住建厅、各业务开展银行、政务中心、分支机构的专线费
用；二是机房及网络故障应急处置费用；三是各项业务系统驻场及维护费用、网
络安全及等保认证费用。

立项依据
《住房公积金信息化建设导则》(建金[2016]124号)、《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导则》（建金〔2016〕14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公积金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和系统运行管理工作。
制定、实施管理范围内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系统运行管理制度；建设、运行管理范

围内住房公积金信息化系统、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保持业务专网、监管系统的畅
通;做好住房公积金监管数据的备份、管理、上传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财务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中心到住建部、住建厅、各业务开展银行、政务中心、分支机构的专线费

用；二是机房及网络故障应急处置费用；三是各项业务系统驻场及维护费用、网
络安全及等保认证费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信息化系统无故障运行时长，到各分支机构及经办银行网点的网络稳定性，群众

满意率争取达到100%

年度绩效目标
信息化系统无故障运行时长，到各分支机构及经办银行网点的网络稳定性，群众

满意率争取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采购设备、设施完成数 =100%

终端、系统建设完成数 =100%

维护工作完成数 =100%

质量

采购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运行正常日率 100%

网络运行畅通日率 100%

时效

采购完成及时率 100%

系统、设备维护及时率 100%

终端、系统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业务时效提升率 ＞3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发展机制完善性 完善

信息管理完备性 完备

运维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洪涛 联系人 孙大勇

联系电话 6717588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8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8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8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8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致力于实现办事信息对等，畅通沟通渠道，通过多媒体、多形式

、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来实现。主要内容：一是设计制作宣传彩页和办事明白卡，随报
刊投递和办事大厅发放；二是在报纸刊登年度公告；三是编印宣传画册等发放；四是

在办公场所投放各种办事公开、文明服务等内容的展板；五是制作宣传片宣传；六是
组织开展上门宣传和广告宣传等专题宣传活动；七是宣传便民软件郑好办的公积金办

理事项、客服电话12329和我市各办事网点地址，方便群众办事；八是通过制作便民
袋、便民卡等物品，宣传公积金政策和信息了解渠道。

立项依据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公积金中心承办公积金业务相关
事项。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了实现公积金业务办事信息对等，畅通沟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心财务制度及财政部门制定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设计制作宣传彩页和办事明白卡，随报刊投递和办事大厅发放；二是在报纸刊登
年度公告；三是编印宣传画册等发放；四是在办公场所投放各种办事公开、文明服务
等内容的展板；五是制作宣传片宣传；六是组织开展上门宣传和广告宣传等专题宣传

活动；七是宣传便民软件郑好办的公积金办理事项、客服电话12329和我市各办事网

点地址，方便群众办事；八是通过制作便民袋、便民卡等物品，宣传公积金政策和信
息了解渠道。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公积金宣传工作，提高职工对住房公积金的认知率和知晓度；提升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满意度，彰显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促进行业住房公积
金管理工作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预计印制宣传册、明白卡100万册，服务缴存职工及广大群众300万人左右。争

取群众满意度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宣传活动举办场次 ≥10

质量 目标人群宣传度 =100%

时效 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群众满意度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劳务派遣人员聘用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尚水生 联系人 张宗琳

联系电话 8778596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完成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分中心年初制定的各项考核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及管理工作的
满意度。

立项依据
根据管委会2009年《关于使用聘用人员的批复》文件，郑煤分中心聘用人员7人，工资标准根据
郑公积金2015年3月6日文件制定标准执行。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聘用相关人员，能够更好的为郑煤职工做好服务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分中心管理制度，并定期对聘用人员进行考核，按照考核绩效发放工
资。（2）制定分中心财务制度，保障经费合理支出。

项目实施计划
1-3月13.5万元；4-6月19.5万元；7-9月19.5万元；10-12月12.5万元。
主要用于聘用人员工资及六险一金、办公经费。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聘用人员，一方面改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
。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分中心年初制定的各项考核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及管理工作的
满意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发放工资人数 =7人

按月发放聘用人员工资和缴纳六险
一金

=12个月

质量 聘用人员工资资金发放率 =100%



产出目标

时效 工资发放和缴纳六险一金及时性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分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 保障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100%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政策宣传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尚水生 联系人 张宗琳
联系电话 8778596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开展住房公积金上门宣讲、服务工作，向郑煤职工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同

时了解郑煤缴存住房公积金面临的困难，心系郑煤、送服务上门，为郑煤排立项依据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为了更好
提高住房公积金归集额、覆盖面和个贷率，完善目标激励机制，促进行业住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做好公积金宣传工作，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政策透明度；有利于提升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的满意度。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通过制定年度宣传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对宣传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并
依照“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单独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严格执行财务制

度。
项目实施计划

1-4月10万元；5-8月10万元；9-12月5万元。
主要用于公积金现场宣传，咨询；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公积金宣传工作有选择性的推进郑煤各矿区，让郑煤每位职工都了解公积金
政策，帮助职工了解自己的权益，提高职工对住房公积金的认知率和知晓度
。

年度绩效目标
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有利于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问题，彰显住房公积

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按季宣传 ≥4次

宣传手册 ≥10000册

大型宣传活动 =1次

质量 目标人群覆盖率 =100%



产出目标

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缴存职工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100%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煤集团分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业务发展经费

单位编码 09500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尚水生 联系人 张宗琳

联系电话 8778596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由于煤炭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郑煤集团各单位区域跨度大。缴存单位需要到分中心办理公积金业
务，由此造成这些单位财务部门工作量增加；不能给缴存职工提供更好的便民服务。此项资金就
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和开展公积金业务的发展。

立项依据
根据郑编【2002】59号、郑编【2005】2号文精神《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的通知》，为了
全面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为了更好提高住房公积金归集额、覆盖面和个贷率，完
善目标激励机制，促进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煤炭行业单位跨度大，分布散，条件艰苦。职工办理公积金业务有时不方便，需要经常上门服
务，现场办公，同时为了更好调动各单位管理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做好各单位公积金的归集、
信贷和管理工作，考虑到郑煤行业性质和管理方式特设立此专项资金。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通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对项目进行周密部署，并依照“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管
理和使用项目资金，严格执行财务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4月20万元；5-8月20万元；9-12月10万元。
主要用于煤炭行业缴存单位归集、支取、贷款业务的办理。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促进缴存单位工作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公积金的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全年归集、信贷等各项业务顺利完成。缴存单位和职工满意度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培训次数 =2次

质量
计划完成率 =100%



产出目标

质量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
工作完成及时性 =100%

完成项目验收及时性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促进缴存单位的积极性，有利于公
积金的发展

保障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群众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完善性 =100%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电力分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积金管理系统服务费

单位编码 095002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马珂 联系人 李雷
联系电话 1860371288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3-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郑州市数字城市办公室审核意见和郑州市财政局采购办批复，中心于2017年

7月分别与北京安泰伟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超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立项依据 由于中心缺乏相应专业人员对信息基础设施、核心业务系统安全测评、维护，需
要设备供应商、核心业务系统开发单位提供驻场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中心到住建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根据采购合同约定，从2020年起，中心要向河南超锐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安
泰伟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售后服务费；

2、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要求，要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每年度的定期的检测和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根据住房和城乡部要求，明确该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紧迫性；
2、根据中心实际，成立督办小组，确保该项目按时实施；

3、加强资金管控，合理安排资金支付进度，根据郑州市财政局有关批复，合理
项目实施计划

1、认真学习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中心核心业务管理系统需维护测评及安全保障
技术体系升级内容；

2、与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单位以及中心超融合业务系统硬件设备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设备及核心业务系统安全测评及安全运维技术服务；住房公积金核心业务管
理系统升级、综合服务平台互联网云监测与云防御；中心互联网出口安全升级；

渗透测试、攻防演练技术服务；各系统软件的日常维护的驻场服务等；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电力分中心核心业务系统的平稳运行，缴存职工核心信息安全不泄露，网络

安全监测无漏洞，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更好的贯彻落实住建部各项服务和便民措
施，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满意度，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放管服要求，实现“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预算资金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设备故障率 0

时效 设备维护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中心设备正常运行天数 36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缴存职工对中心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平台建立情况 建立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