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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全市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部门应对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负责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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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订全市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政策规定，组织

编制市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起草

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组织制定相关规程和标准并监

督实施。

（三）指导全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

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全市总体应急预案和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

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四）牵头建立统一的全市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

息传输和共享，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

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五）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

件应急救援，承担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机构工作，综合研判

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

的负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六）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

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驻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七）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森林和草原火灾扑

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含

煤矿）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市综合性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指导县（市）区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八）组织指导消防工作，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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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扑救等工作。

（九）指导协调全市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地震

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

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十）组织协调全市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

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按权限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

督使用。

（十一）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

调、监督检查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安全生产

工作，督促、指导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

查、考核工作。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

（十二）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

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

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

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

入制度，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工作。

（十三）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

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

的调查评估工作。协助国家、省调查处理特别重大事故。综

合管理全市生产安全伤亡事故、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

产统计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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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

实施，会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

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十五）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

信息化建设工作。依法组织、指导并监督特种作业(不含煤矿

安全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工作和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

(不含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工作，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培训工作。组织协调职责范围内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资格审查工作。

（十六）负责监督指导和组织协调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

法工作。

（十七）开展应急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十八）做好已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服务和监管工作。

（十九）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有关职责分工。

1．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等部

门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

灾害类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

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承担相关行业领域的灾害监测、预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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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及保障工作。

（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市总体应急预案和自

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

预案演练。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负责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

组织协调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并按权限作出决定；承担

市应对重大灾害指挥机构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

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编制全市综合防灾

减灾规划，指导协调相关部门森林和草原火灾、水旱灾害、

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水利局、市林业局等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平

台，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

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开展多灾种和灾害链

综合监测预警，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负责森林

和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工作，发布森林和草原火险、火灾信息。

（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

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

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

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

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3）市水利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

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

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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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

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

承担强降水、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

（4）市林业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

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

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

等工作。

（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

防震减灾中心等部门必要时可以提请市应急管理局，以市应

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2．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市级救灾物资储备方面的

职责分工。

（1）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提出市级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

和动用决策，组织编制市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

标准，会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确定年度购置计划，

根据需要下达动用指令。

（2）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市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

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市级救灾物资的收储、

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市应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

调出。

3．与相关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

市应急管理局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具体指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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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监督检查本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及县（市）区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

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依法具体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工作。

4．与市城市管理局关于燃气与天然气安全监管职责分

工。

城镇燃气由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监管,城市门站以外的天

然气管道输送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管理。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办公室、应急指挥中心、人事处、宣

传训练处、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处、

火灾防治指导处、防汛抗旱处（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处）、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安全生产基础处、安全生产综

合协调处、救灾和物资保障处、法规处、规划财务处、科技

和信息化处、调查评估和统计处、行政审批办公室。以及政

治部和机关党委。

（二）下属单位：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郑州市安

全生产教育中心、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郑州市应急救

援支队（原郑州矿山救护大队）、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郑

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三）郑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包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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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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人，

其中：行政编制 78 人，事业编制 187 人；在职职工 237

人，离退休人员 56 人等。

四、车辆构成情况

部门机关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共有车辆 19 辆，其中：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有车辆 6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1辆，

应急保障用车 5辆；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有车辆 4辆，

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1辆，应急保障用车 3辆；郑州市安全生

产教育中心有车辆 1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1辆；郑州市应

急救援保障中心有车辆 2辆，其中应急保障用车 2辆；郑州

市应急救援支队有车辆 2辆，其中应急保障用车 1辆，一般

公务用车 1 辆;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有车辆 4 辆，其中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 1辆，机要通信用车 1辆，应急保障用车 1辆，

离退休干部用车 1辆；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有车辆

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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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6078.25万元（财政拨款 5869.24 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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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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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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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904.55 万元，项目支出 2173.7 万元。

（一）按功能科目分类，包括培训支出 86.35 万元，行

政单位离退休 86.1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支出 271.96万元，行政单位医疗 103.77万元，住房公积金

419.21万元，行政运行 1950.98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59

万元，灾害风险防治 150万元，应急救援 293.13万元，应急

管理 1105万元，事业单位离退休 8.04万元，事业单位医疗

40.72万元，事业运行 62.44万元，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144.06

万元，煤矿应急救援事务 508.14万元，地震监测 109.7万元，

地震事业机构 79.62万元。

（二）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3904.55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770.2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40.9

万元，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93.4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项目支出 2173.7 万元。

（三）主要项目：森林防灭火指挥专项经费 266万元，

应急管理系统购买服务项目资金 393万元，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 150万元，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150万元，应急预案演练经费 200万元，应急管理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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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考试运行经费 67万元，

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基地租赁资金 138万元，防震减灾

专项资金 85.7万元，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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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6078.25 万元，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 0 万元。与 2020年预算相比，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增加 1870.9 万元，主要是财政拨款的增加。政府

性基金收入预算，增加 0 万元。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预算 6078.25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0 万元。与 2020

年预算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增加 1870.9 万元，主

要是基本支出中工资福利支出的增加和项目支出的增加。政

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增加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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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5 万元，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 86.35 万元，占 1.42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366.13 万元，占 6.02 %；卫生健康支出

144.48 万元，占 2.38 %；住房保障支出 419.21万元，占

6.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062.08万元，占 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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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4.55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2863.6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884.46

万元、津贴补贴 809.31万元、绩效工资 225.22万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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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71.97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 144.48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6万元、住房公积

金 419.21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万元、离休费 34.89万

元、退休费 53.08万元、生活补助 5.43万元；公用经费 1040.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240.07万元、印刷费 62万元、水

费 1.45万元、电费 11.25万元、邮电费 18.7万元、物业管理

费 7万元、差旅费 114.3万元、维修(护)费 43.3万元、租赁

费 0.3万元、会议费 17.7万元、培训费 86.35万元、公务接

待费 2.9万元、劳务费 85万元、委托业务费 13万元、工会

经费 46.53万元、福利费 1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4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129.6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8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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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 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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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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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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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 2020年减少 12.8万元，主要原因：2020年报废了 7辆

公务车辆，公务车辆减少；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根据工作安

排，厉行节约，减少车辆使用。

3．公务接待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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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万

元。主要原因：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厉行节约，减少公务接

待。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1年，运行经费安排 632.79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的

正常工作运转，其中：办公费 119.33万元，印刷费 20.5万

元，水费 0.05万元，电费 0.25万元，邮电费 14.9万元，差

旅费 72.6万元，维修（护）费 10万元，会议费 16万元，培

训费 53.5万元，公务接待费 1.5万元，劳务费 70万元，工

会经费 30.53万元，福利费 3.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127.0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16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38.9万元。2021年运行经费比 2020

年增加 3.3万元，主要是 2021年邮电费、会议费、劳务费、

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办公设备购置等均比 2020年增

加，由于机构人员的增加，对单位运行经费的需求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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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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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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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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9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服

务支出 783万元（其他服务），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24.9 万

元，具体采购明细如下。

1．办公家具，数量 129 个，共计 18.6 万元；

2．计算机，数量 31 台，共计 18.8 万元；

3．移动通信设备，数量 30 台，共计 4 万元；

4．打印机，数量 61 台，共计 16.3 万元；

5．扫描仪，数量 6 台，共计 0.9 万元；

6．碎纸机，数量 5 台，共计 0.4 万元；

7．其他电器设备，数量 2 台，共计 1.2 万元；

8．电话通信设备，数量 20 台，共计 6 万元；

9．摄影、摄像器材，数量 3 台，共计 1.8 万元；

10．防汛物资，数量 1 批，共计 55.4 万元；

11．救灾物资，数量 1 批，共计 41 万元；

12．抗旱物资，数量 1 批，共计 30 万元；

13．发电设备，数量 1 批，共计 10 万元；

14．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数量 10 台，共计 20.5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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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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辆，机要通信用车

4 辆，应急保障用车 12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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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部门预算总额 3155.9万元，郑州市安

全生产监察支队部门预算总额 859.18万元，郑州市安全生产

教育中心部门预算总额 354.7076万元，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

中心部门预算总额 179.14万元，郑州市应急救援支队部门预

算总额 684.35 万元，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部门预算总额

624.55万元，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部门预算总额

38.5万元，均按时编制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 150万元，年度绩

效目标：摸清我市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

患情况，查明我市致灾风险水平、灾害链特征和综合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度，为

各地、各部门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普查工作完

成时限，及时；普查内容项数多于 5项；普查结果的准确性，

准确；普查结果信息使用者满意度大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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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灭火指挥专项经费 266万元，年度绩效目标：森

林防灭火机构健全、制度齐全、运转高效，人员业务能力素

质达到工作基本要求，森林火灾应急救援指挥顺畅，努力减

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努力把全市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省定

标准 1‰以下。

应急管理系统购买服务项目资金 393万元，年度绩效目

标：购买服务工作岗位种类 6类；每年对工作人员培训 1次，

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重要岗位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

岗位需求相符率 100%；服务使用管理部门对所购买服务的

满意度大于 85%，确保应急管理系统工作正常运转和相关任

务的完成。

应急管理专项经费 700万元，年度绩效目标：1.通过应

急管理宣传项目的实施，达到宣传篇数（次数）1500条次，

电视台栏目播出数量 104次，报刊栏目每周三次专栏，全年

144期，广播栏目播出时长全年约 730分钟；达到全市目标

人群覆盖率大于 80%；栏目内容时效性及时；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活动，居民满意度达到 80%以上，有效增强全社会

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素质，广泛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安全

生产的良好氛围，有效促进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开展，防范和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2.2021年 6月

份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设置咨询台现场答疑安全生产

问题，发放安全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读本、画册、宣传页，

开展平安宝贝绘画、安全谜语有奖竞猜、书画展示，安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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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育展（演）示活动，举办安全专家宣讲论坛，安全生产

知识竞赛等 8项活动；参与宣传的干部职工 250人次，市安

委会成员单位等多部门共同参与，设置咨询台 50余个，发

放宣传资料 10000余份，展出版面 100余块，接受群众现场

咨询达一万余人，提高宣传覆盖面，使群众满意率达到 80%

以上。3.成立 16个督导组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

单位每月进行 1-2次督导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委会扩大

会议，另外根据实际增加 1-2次。年底，对各级党委政府和

安委会成员单位进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根据督导检查

情况，每年编写简报 80-90份。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大整治大督查”活动，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及时下

达督查令督促整改，以期达到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率 100%，

专项整治活动完成率 100%，群众满意度达到 80%以上。4.

通过现场勘察、检测检验、专家论证、查阅资料、调查询问，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处理建议

和事故防范措施。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延期最长不超过 60日。每起事故至少完成 1份事故

报告，档案管理制度健全，对事故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进行

处理，责任人员及周围群众受到警示教育，促进企业安全生

产，营造安全、和谐社会氛围。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吸取事故

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满意度达到 80%。5.对 15个受灾

县（市区）因自然灾害倒塌（损坏）房屋，需政府帮建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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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帮助恢复重建（修缮）；对 15个受灾县（市区）受灾群众

中 20%的受灾群众予以基本生活救助，保证受灾群众有安全

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确保灾区社会稳定，促进省会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各地

受灾情况，在 10-11月及时分配资金拨付受灾县区 50万元；

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达到 80%以上。6.保障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业务正常开展，最大程度减轻我市水旱灾

害损失。编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时、有效；代储租赁防汛

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数量充足，保障有力。防汛抗旱专家库正

常运转。抗旱应急能力获得较大提升；将旱灾损失降低到最

低限度；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达到 80%以上。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150万元，年度绩效目标：

配套设备到位率大于 75%，满足市本级应急救援工作需要，

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使群众满意

度大于 80%，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促进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

开展。

应急预案演练经费 200万元，年度绩效目标：全年完成

应急预案演练至少两次；多部门联动，共同参加应急演练；

参加演练的人员不少于 200人；规范应急预案管理，使应急

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使预案管理水

平显著提高；参与演练人员满意度达 80%以上；有效提升依

法、迅速、科学、有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减少

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应急救援能力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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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基地租赁资金 138万元，年度

绩效目标：保障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正常运转，为郑州

市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考试运行经费 67万元，年度

绩效目标：落实依法考核、依法治训，开展安全生产资格考

试约考、监考和制证工作。

防震减灾专项资金 85.7万元，年度绩效目标：保证郑州

市属地震监测台站正常运行运转，地震资料采集传输和上

报，为地震预测提供依据，提升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和地震应

急避险能力,充分发挥地震应急指挥平台作用，实施对全市抗

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与河南省地震局地震应急

指挥系统适时对接，便于全省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

行动，加强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工作人员的地震现场处置、地

震移动平台使用学习，地震系统指挥平台的维护确正常运

转，全面提高防震减灾系统工作人员业务素质。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24万元，年度绩效目标：完成

地震周、月、半年、年度会商，完成半年、年终地震趋势预

测报告的编写；确保尖山、航海、强震台及台网中心的正常

运转，年运行率在 99%以上；完成地震、前兆信息处理和上

报工作。为建设平安郑州提供支持。

九、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我局 2021年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共有 0项。

我局将按照《预算法》等有关规定，积极做好项目分配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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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根

据有关规定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公开等工作。

十、空表情况说明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本

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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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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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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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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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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一、基本支出 39,045,490 

    1、财政拨款 58,692,414     1、工资福利支出 27,702,445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34,019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90,076     3、商品服务支出 10,40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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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支出 21,737,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1,5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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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60,782,490 本年支出合计 60,782,49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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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60,782,490 58,692,414 

1020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31,558,990 31,558,990 31,558,99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98,295 598,295 598,29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0,574 890,574 890,57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3,117 473,117 473,11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48,463 1,348,463 1,348,463 

224 01   01   行政运行 9,458,541 9,458,541 9,458,541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590,000 6,590,000 6,590,0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9   应急管理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102002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4,427,131 4,427,131 2,337,055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500 36,5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344 36,344 36,34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523 82,523 82,52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840 43,840 43,84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2,934 112,934 112,934 

224 01   09   应急管理 2,050,000 2,050,000 1,380,0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624,414 624,414 604,414 

224 01   99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1,440,576 1,440,576 77,000 

102003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8,591,845 8,591,845 8,591,845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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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0,800 20,800 20,8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1,241 651,241 651,24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45,971 345,971 345,97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8,131 1,088,131 1,088,131 

224 01   01   行政运行 6,285,702 6,285,702 6,285,702 

102004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1,791,447 1,791,447 1,791,447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000 36,000 36,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0,914 110,914 110,91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8,923 58,923 58,92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4,261 154,261 154,261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431,349 1,431,349 1,431,349 

102005 郑州矿山救护大队 6,843,478 6,843,478 6,843,478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50,000 250,000 2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012 44,012 44,01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80,989 480,989 480,98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55,526 255,526 255,5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31,580 731,580 731,580 

224 04   05   煤矿应急救援事务 5,081,371 5,081,371 5,081,371 

102006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6,259,915 6,259,915 6,259,915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5,000 135,000 135,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42,192 242,192 242,192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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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11,460 411,460 411,4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18,588 218,588 218,58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0,090 630,090 630,090 

224 01   01   行政运行 3,765,585 3,765,585 3,765,585 

224 05   04   地震监测 857,000 857,000 857,000 

102007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1,309,684 1,309,684 1,309,684 

205 08   03   培训支出 6,000 6,000 6,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974 91,974 91,97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8,861 48,861 48,86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6,618 126,618 126,618 

224 05   04   地震监测 240,000 240,000 240,000 

224 05   50   地震事业机构 796,231 796,231 796,23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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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39,045,490 27,702,445 934,019 10,409,026 21,737,000 1,527,000 20,210,000

1020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31,558,990 12,968,990 8,977,015 572,695 3,419,280 18,590,000 18,59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98,295 598,295 572,695 25,6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0,574 890,574 890,57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3,117 473,117 473,11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48,463 1,348,463 1,348,463

224 01   01   行政运行 9,458,541 9,458,541 6,264,861 3,193,680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590,000 6,590,000 6,590,0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9   应急管理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102002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4,427,131 2,377,131 863,711 33,144 1,480,276 2,050,000 670,000 1,38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500 36,500 36,5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344 36,344 33,144 3,2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523 82,523 82,52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840 43,840 43,84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2,934 112,934 112,934

224 01   09   应急管理 2,050,000 2,050,000 670,000 1,380,0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624,414 624,414 624,414

224 01   99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1,440,576 1,440,576 1,440,576

102003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8,591,845 8,591,845 6,678,565 19,200 1,894,08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0,800 20,800 19,200 1,6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1,241 651,241 651,24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45,971 345,971 345,97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8,131 1,088,131 1,088,131

224 01   01   行政运行 6,285,702 6,285,702 4,593,222 1,692,480

102004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1,791,447 1,791,447 1,150,827 640,62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000 36,000 36,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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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0,914 110,914 110,91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8,923 58,923 58,92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4,261 154,261 154,261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431,349 1,431,349 826,729 604,620

102005 郑州矿山救护大队 6,843,478 6,843,478 4,973,704 54,524 1,815,25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50,000 250,000 2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012 44,012 44,01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80,989 480,989 480,98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55,526 255,526 255,5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31,580 731,580 731,580

224 04   05   煤矿应急救援事务 5,081,371 5,081,371 3,505,609 10,512 1,565,250

102006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6,259,915 5,402,915 4,133,939 254,456 1,014,520 857,000 857,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5,000 135,000 135,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42,192 242,192 242,19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11,460 411,460 411,4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18,588 218,588 218,58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0,090 630,090 630,090

224 01   01   行政运行 3,765,585 3,765,585 2,873,801 12,264 879,520

224 05   04   地震监测 857,000 857,000 857,000

102007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1,309,684 1,069,684 924,684 145,000 240,000 24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6,000 6,000 6,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974 91,974 91,97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8,861 48,861 48,86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6,618 126,618 126,618

224 05   04   地震监测 240,000 240,000 240,000

224 05   50   地震事业机构 796,231 796,231 657,231 139,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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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一、基本支出 39,045,490 

    1、财政拨款 58,692,414     1、工资福利支出 27,702,445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34,019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090,076     3、商品服务支出 10,40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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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支出 21,737,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1,5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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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000 

本年收入合计 60,782,490 本年支出合计 60,782,49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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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39,045,490 27,702,445 934,019 10,409,026 21,737,000 1,527,000 20,210,000 

1020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31,558,990 12,968,990 8,977,015 572,695 3,419,280 18,590,000 18,59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98,295 598,295 572,695 25,6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90,574 890,574 890,57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3,117 473,117 473,11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48,463 1,348,463 1,348,463 

224 01   01   行政运行 9,458,541 9,458,541 6,264,861 3,193,680 

224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590,000 6,590,000 6,590,000 

224 01   04   灾害风险防治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224 01   09   应急管理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102002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4,427,131 2,377,131 863,711 33,144 1,480,276 2,050,000 670,000 1,38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500 36,500 36,5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344 36,344 33,144 3,2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523 82,523 82,52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840 43,840 43,84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2,934 112,934 112,934 

224 01   09   应急管理 2,050,000 2,050,000 670,000 1,380,000 

224 01   50   事业运行 624,414 624,414 624,414 

224 01   99   其他应急管理支出 1,440,576 1,440,576 1,440,576 

102003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8,591,845 8,591,845 6,678,565 19,200 1,894,08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0,800 20,800 19,200 1,6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51,241 651,241 651,24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45,971 345,971 345,97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8,131 1,088,131 1,088,131 

224 01   01   行政运行 6,285,702 6,285,702 4,593,222 1,692,480 

102004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1,791,447 1,791,447 1,150,827 640,62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36,000 36,000 36,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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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0,914 110,914 110,91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58,923 58,923 58,92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4,261 154,261 154,261 

224 01   08   应急救援 1,431,349 1,431,349 826,729 604,620 

102005 郑州矿山救护大队 6,843,478 6,843,478 4,973,704 54,524 1,815,25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50,000 250,000 2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012 44,012 44,01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80,989 480,989 480,98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55,526 255,526 255,5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31,580 731,580 731,580 

224 04   05   煤矿应急救援事务 5,081,371 5,081,371 3,505,609 10,512 1,565,250 

102006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6,259,915 5,402,915 4,133,939 254,456 1,014,520 857,000 857,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35,000 135,000 135,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42,192 242,192 242,192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11,460 411,460 411,4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18,588 218,588 218,58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0,090 630,090 630,090 

224 01   01   行政运行 3,765,585 3,765,585 2,873,801 12,264 879,520 

224 05   04   地震监测 857,000 857,000 857,000 

102007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1,309,684 1,069,684 924,684 145,000 240,000 240,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6,000 6,000 6,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974 91,974 91,974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8,861 48,861 48,86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6,618 126,618 126,618 

224 05   04   地震监测 240,000 240,000 240,000 

224 05   50   地震事业机构 796,231 796,231 657,231 139,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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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2,490 39,045,490 27,702,445 934,019 10,409,026 21,737,000 1,527,000 20,210,0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6,339,564 6,339,564 6,339,564

301 01 基本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505,036 2,505,036 2,505,036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7,294,656 7,294,656 7,294,656

301 02 津贴补贴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798,420 798,420 798,420

301 07 绩效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252,208 2,252,208 2,252,20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1,953,275 1,953,275 1,95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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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400 766,400 766,40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1,037,676 1,037,676 1,037,676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407,150 407,150 407,15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97,664 97,664 97,664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38,319 38,319 38,319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3,066,684 3,066,684 3,066,68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125,393 1,125,393 1,125,393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0,000 20,000 20,000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873,295 1,193,295 1,193,295 680,000 680,000

302 01 办公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252,446 1,207,446 1,207,446 45,000 45,000

302 02 印刷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885,000 205,000 205,000 680,000 60,000 620,000

302 02 印刷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15,000 415,000 415,000

302 03 咨询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100,000 100,000 100,000

302 05 水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500 500 500

302 05 水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4,000 14,000 14,000

302 06 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500 2,500 2,500

302 06 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70,000 110,000 110,000 60,000 60,000

302 07 邮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79,000 149,000 149,000 30,000 30,000

302 07 邮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8,000 38,000 38,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70,000 70,000 70,000

302 11 差旅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686,000 726,000 726,000 960,000 960,000

302 11 差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17,000 417,000 417,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2 09 维修（护）费_行政 214,000 100,000 100,000 114,000 114,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33,000 333,000 333,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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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14 租赁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00,000 300,000 300,000

302 14 租赁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383,000 3,000 3,000 1,380,000 1,380,000

302 15 会议费 502 02 会议费_行政 370,000 160,000 160,000 210,000 210,000

302 15 会议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7,000 17,000 17,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1,635,000 535,000 535,000 1,100,000 1,100,000

302 16 培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28,500 328,500 328,5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2 06 公务接待费_行政 15,000 15,000 1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4,000 14,000 14,000

302 26 劳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850,000 700,000 700,000 150,000 150,000

302 26 劳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915,000 150,000 150,000 765,000 670,000 95,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8,604,808 8,604,808 120,000 8,484,808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30,000 130,000 13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05,305 305,305 305,305

302 28 工会经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60,000 160,000 160,000

302 29 福利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3,000 33,000 33,000

302 29 福利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7,000 67,000 67,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_行政 502,000 502,000 502,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58,400 158,400 158,4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270,680 1,270,680 1,270,68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5,600 25,600 25,6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行政 4,106,792 41,600 41,600 4,065,192 80,000 3,985,192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3,200 3,200 3,200

303 01 离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348,879 348,879 348,879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530,828 530,828 530,828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542,048 42,048 42,048 500,000 500,000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264 12,264 12,264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1,889,000 389,000 389,000 1,500,000 1,50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460,000 420,000 420,000 40,000 4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353,000 353,000 353,000

310 08 物资储备 503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_行政 100,000 100,000 100,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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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45,490 37,625,414

301 01 基本工资 8,844,600 8,844,600

301 02 津贴补贴 8,093,076 8,093,076

301 07 绩效工资 2,252,208 2,252,20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719,675 2,719,675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444,826 1,444,826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5,983 135,983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192,077 4,192,077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0,000

302 01 办公费 2,400,741 2,294,765

302 02 印刷费 620,000 270,000

302 05 水费 14,500 8,500

302 06 电费 112,500 2,500

302 07 邮电费 187,000 186,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70,000

302 11 差旅费 1,143,000 1,123,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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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0 150,000

302 14 租赁费 3,000

302 15 会议费 177,000 173,000

302 16 培训费 863,500 827,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9,000 25,000

302 26 劳务费 850,000 85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30,000 13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465,305 425,305

302 29 福利费 100,000 7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400 633,4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296,280 1,286,68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00 44,800

303 01 离休费 348,879 348,879

303 02 退休费 530,828 530,828

303 05 生活补助 54,312 54,312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809,000 509,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689,4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29,000

3、公务用车费 660,4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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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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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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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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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10,079,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把 30 18,000

224 01 01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华为 台 4 20,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50 125,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个 30 27,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张 30 75,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 10 50,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扫描仪 台 6 9,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电器设备 台 2 12,000

224 01 01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张 35 49,000

224 01 01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碎纸机 台 5 4,000

224 01 02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森林防灭火指挥专项经费 其他服务 次 1 1,200,000

224 01 02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管理系统购买服务项目资金 其他服务 项 7 3,930,000

224 01 04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其他服务 次 1 1,500,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电话通信设备 台 20 60,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摄影、摄像器材 台 3 18,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防汛物资 批 1 554,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救灾物资 批 1 410,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抗旱物资 批 1 300,000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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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移动通信设备 台 30 40,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张 3 3,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5 17,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发电设备 批 1 100,000

224 01 08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计算机 台 3 18,000

224 01 09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应急预案演练经费 其他服务 次 2 1,200,000

224 01 99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台 5 15,000

224 01 99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 台 10 205,000

224 01 99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 10 80,000

224 05 04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打印机 台 1 6,000

224 05 04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计算机 台 4 20,000

224 05 04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办公家具 批 1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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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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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表

l―I・展泣tt政案演妹 ]:作 ,栓輪泣ttり1案 的科学性力11操
作

′
日1,提高泣対突友事件的能力。

須

部||(単
位)名称 邦州市立急管

年度履取

|]林

完善泣急管理J/mu代 化治理体系。持象升展 《邦州市 “甲
学庇急管理系統倣好本象 “十四五"庄急体系建没規支J

笙須テF展 泣急演妹。
ェ作。深化泣急

編制工作,指
体系建没,通 HJ

争理 ,Xj全市友生的事故
多(密安全生 ,｀'責ィ[体系。対/1N市

友生的生声安全♯故凋査ェ作逃
決真逃行凋査処理 ,デ′

格責任追究。

筑牢城市安全生声防銭。以安全生 ,ゞ

五
ケ瑛整治:li年行功 )「 文J力孤手,督促各行」′部 |]把安全隠忠

‖F査化解制度落勿]落実,堅決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友生,推功安全友展示砲城市C」 建。

全面 l.「l好防実城欠救実。倣好防凧抗早和森林防ス火工作,落実凧期、森林防火緊要期各項防疱
措施,采収咲合督早拭法、咲防咲控ェ作机制,充分倣好成急准各 ,Ilil保防凧抗早不‖森林防火形

推劫珈ダ]分炎‖(1洲 1湘 |

充分友拝主流媒体湘l行立媒体在泣急管理新 1司 宣倍的主早作用,加大対安全生声政策法規、泣急
救援及逃生、隠患lll査 治理等知沢的宣借力度,深入姐須ナF展好防欠城欠周、安全生,こ 月、
“1013"国際城穴日、 “五遊"等宣特活功,41多 (形式多祥的身辺ヌt除隠患恢別活功,ブ「展公共
安全知沢普及,提升公余突友事件防疱意沢利l自 救互救能力。

任各名称

泣急薇案演効:|:作

規支」編+1森林防火火泣急手〃l和森林防火火泣急預案 ,

保障森林防火火指拝部亦公室日常工作順利,「 展,夕1升
森林防火火指拝能力,堅決防た友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
穴,イ∫力有数グお夕`人氏群金生命共わこ安全利l ll家 生本安

全国自然穴害妹合凩隆普査工作

メ」ナ」1lt穴害、1也 頑穴害、′
〔象実害、水 IF与

穴キ1子 、森林火
穴等 自然欠害片展妹合メt隆普査工作,撲清我市重要 /ス

穴体、 /J史 穴害倍聴、,掌握重点隠忠情況,査りl我 市致
欠リスt陰水平、穴害従特征不‖妹合防欠減爽救穴能力,di
立完普 自然欠害妹合夕t隆普査工作制度 ,力各地、各由

`|フ F展 自然火害防治 :」 1作 、保障径済社会 ll持 紋友展提
供杖威的実害ヌt隆信虐、利1科 学決策依据。

防渭tわttt I作

甥i制 渕り‖Tド 防 ,「t抗 早l1/急 預案 ,ブ]:展
/‐

市防}ittt itネ 能
捉ЛムIり |,,均 置儲各

‐
定数ft的 防汗t栓崎救援物資器

材 ,保障市防湖t抗 早指拝詢;及共亦公室寸′努 ||:常 ナF展 ,

提升防ITt抗 早泣急救援能力,最大程 14減
4う我市水 lil,(

害抜失。

依法対各炎生声蚤畿'ドrt位 友生的校大尋「故逆行凋査赴
ll,査 明事故友生的原因,決定事故性灰和1責任 ,提出
対有夫 責任人員及 単位姓川!和 事故防池措施建皮,″1逆
企 1′ 安全イli′

眈,1「造安全、和着社会須 HJ。

「
′
ヾ     01

溝

年度

主要

ti外

主要内容

森林防火火指拝工作

11故 洲1査処FIJli作



大栓査大督査大整治工作

泣急管理宣借ェ作

成立16今督早姐,姐須対16介具市区各美企立 (単位 )

逆行安全督早栓査工作,及吋友現所存在的安全隠忠 ,

及吋下込督査今督促整改。

安全生声月活功工作

自然穴害生活ネト助工作

帝助因穴住房壼1場或芦重損クで的受欠群余重建基本住

属換菫貿黒条貸層圧誉掘湾莞秀発席含纏

`督

r住『 膿
等崎 ll・l生活困雅。希助受穴群森解決冬今春荒期同的口
根、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難,碗保穴区社会稔定 ,

促遊社会和t皆友展。

預算情呪

部l]預算恵額 (万元 ) 3155.9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155.9

(2)其他資金

2、 資金姑杓:(1)基本支出 1296.9

(2)項 目支出 1859

一教指4/J 三教指 1/7N 三奴指株 指株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才旨材t

工作目材t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月り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各科学性 オ:IFi4 定性オ旨1/Jt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 4/J: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以々資金知化率 ≧〕90% %

預算執行率 を 90% %

萩算調整率 く(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奴指林 二級指林 三微指株 指禄値 度量単位

預算和財努管理
多キ特結余率 〔(2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100% %

政府采賄1/t行 率 ≧〕8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才旨1/J:

投入管 J ll

才旨1/J:

頂算和期各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才旨1/J: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7/1itt1/Dt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汗 定性指株

資,Й管理期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 90% %

須敷自坪完成率 >〕 90% %

部|]須敷坪倫完成率 >'90t/。 %

坪伶結果庇用率 ン90% %

声出指 1/1N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履り(目 71/1t実 現率 ≧〕90% %

主要任勢完成率 ン90% %

泣急演妹ブF展次数 ン1次 次

牧益指林

履駅敷益

対安全生,磁形勢的影輌 指定好特 定性指林

防欠減穴救穴能力 提 升 定性指林

市民安全及庄急意沢 提高 定性指 1/7N

満意度

群森満意度 ン80%

外部上督部 IJ満意度 ≧〕80% 1/J



附件3:

市象部「

部|](単
位 )名称 邦州市安全生声監察支臥

一濾

ヽ年度履取

目株
≧査、達法生声径菅半

兜 i

年度

主要

任 |.‐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安全生声執法栓査 智套療菫義痛婁墓客暑笠塗曇蔓#ナ
象交亦

加張政凩行凩建没 撃弱静曇ЯttχttЪ
g毬憎詠皐当品講

率不低

預算情況

部|]預算忌額 (万元 ) 859.1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859.18

(2)其他資金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859.18

(2)項 目支出

一扱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目株管理

年度履取目禄相美性 相美、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明碗、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敷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 %

預算仇行率 100% %

預算調整率 ≦〔10% %

結特結余率 ≪ 5% %



一致指禄 二象指林 三象指禄 指株値 度量単位

“三公経費"控制率 ≪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 実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合理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照規定公升 定性指株

投入管理

指林

炎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100% %

墳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 |]須数坪倫完成率 100% %

坪介結果庄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加張安全生声執法栓査
、査楚上象交亦、群余
挙扱和栓査立案

100% %

加張政凩行凩建没、完
成立案処罰企立回坊率

100% %

数益指林

履駅数益

安全生声執法栓査汁支J

完成率
100% %

加張政凩行凩建没汁支J

完成率
100% %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ン90% %

企立満意度 ン90% %



附件3:

市吸部 須数 1

ミ
単

称

＜

名

部

位 事
全生声教

1っ
て邦州市安全生 )

年度履駅

日林

1持銭升展仇化菅商不iitT晨議凝ガ飛安全生声資格考拭工作ヽ
氏
飛量す

全生声、
61シン

ガ
穴、泣急知沢宣済活動:

度

要

秀

年

主

任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持紋升展仇化菅商不境工作

1制定仇化菅商不境工作方案。
2.按 照 “一回通亦、二次亦成"的政努服勢改革
要求,碗定 “一件事"事項清単。
3.持数升展 “減lT便 民"行劫,筒化亦事不「キi、

仇化か事流程、圧縮亦第吋限。

升展安全生声資格考拭工作

l考努、梢案、人員駅責等管理姐奴健全,考武
相美規章制度健全。
2.考場硬件没施和投各符合省庁和市局的相美要

求。

3.制 定考場疫情防控方案、工作台敗健全。
4制定有完善的考拭実施程序。
5.考生、監考人員和考坪人員遠妃、達法処理机
制健全,管理梢案完善。

6監考人員和考坪人員臥伍建没,監考員持llT上

関,監考員定期参加lll美 培切|。

7.考武1文費規た。
8全年考拭各癸人員25万人次。

升展安全生声、防火城欠、泣急知りヽ

宣済活動

1制定全年宣沸方案。
2升展安全生声 “五逃"宣排教育活劫,今年升

展宣沸活劫10次 以 11。

3制作―批安全生声和泣急知沢宣倍作品。
4完善銭上宣沸平台,増加推送信息頻次。
5建立宣併

"資
庫。

夕1鋏込行泣急体騎場倍

1制定泣急体騎場倍返行方案和参規it支」。

2配合升展市象泣急体聡館的箸支」工作。

3完善皮急文化走廊。。
4今年多1駅参規庇急体聡場信8千人次以上。

預算情況

部「J預算恵額 (万元 ) 354.7076

1、 資金来源:(1)財 政性資金 145 7

(2)其他資金 2()9 0()76

2、 資金錆杓:(1)基 本支出 119 7076

(2)項 目支出

―微指林 二級指林 三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年度履取周林村1美
′‖:

預算項目合理,与工作目

林密tyJ湘 1夫
定性指171t

雨 ξ́＼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二致指林 指 1/」 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工作任勢科学性
須数周林ち部「」年度履取
日1/1i一 致,有 明晩的鏡数

日林
定性指林

績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 1/」 t

預算不Π財努管理

預算端制完整性
所有1文入全部納入部11預

算
定性指林

青頂資金綱化率 >100% 0/1

預算執行率 >90%

預算凋整率 く5%

多古4t多古′ヽ1「 く9 5%

“二公姪費
〃
控制

率
((30%

政府采殉夕t行 率 >9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IIT

I旨 171t

預算和期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理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1/Jt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規定内容公升預決算信膚、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績数in控 完成率 )1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100% %

部「]須数坪倫完成

率
)ケ 100% %

汗倫結果泣用率 )〕 100% %

声出指株
履取日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仇化菅商不境
筒化亦事不十、仇化亦事

流程。
定′

H:指 1/1N

全年考拭数量 ン2.5万 人 次

受教育人数 ン1万 人 次

致益指llt

履釈数益

持i正「1関 率 提高持T ll南 ネ 定性指林

群森安全意決 提高群森安全意)( 定'PL指 林

満意度 考生満意度 >90% %





附件3:

市象部門 (単位 ) 目林

力邦州市庇急救援提供保障。ゲ
援臥伍立努指早;配合轄区企立

援;安全生

升展泣急救援学刀和切1練工作
露昴募署フイ
謬彎各帯倉当研′重星言栞酔健委基賢憂誓彗奮

升展座急救援臥伍立努指早工作 帯墓層象省属貪碁質
'最

者重駿彗僣墳鼻濯響蕃
指早,督促泣急救援臥伍不断提升泣急救援素庚

完善泣急救援咲劫机制
言[1貫,ε曾鼻萱][[會:書

「
fIFttI

軍選賃肇奪急瑠[資篭贔言昇態督裏壇li雷亥
技木和理念r葉麟縫非毅義晨君i蒼涯』豪華デ

倣好値班値守和座急赴畳工作

EX〔][曇言套』EI「接信書怪量獣量iヒ倣
升展庄急知沢宣特教育工作

客減実日活功、安全生声月活劫、座急救援知沢

亭ォ活動升展宣特,全面提升市民泣急自救互救

季1曇墨「零:冒曇壇量害髭蕊薪言究雰尋驚喜

日常管理工作

riili「
干埴深長負窪船余品話委優警通驚

預算情況

部「1預算恵額 (万元 )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部|](単位 )

名称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指株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元青項資金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調整率 く〔20% %

錆特結余率 ≪20% %

“三公経費
″
控制率 く〔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指株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猿敷盗控完成率 %

須敷自坪完成率 %

部l慟敷坪介完成率 %

坪倫結果泣用率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升展皮急救援学コ和ツ‖
象工作的完成率

100% %

升展泣急救援臥伍並努
増 呈 丁 /4r歯 生 齢 亥 100% %

完善泣急救援咲劫机制
的 学 鸞 亥 100% %

倣好値班値守和泣急楚
畳工作完成率

100% %

汗展泣急知沢宣借教育
丁 作 的 崇 齢 亥 100% %

日常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

数益指林

履取敷益

培り|1対単位履取、促逃
事立友展的持紋影噛程
慮

明昆 明塁、一般、不明塁

宣借活動的公余知晩率 >90% %

服雰水平提升 明塁 明昆、一般、不明昆

満意度
直接服努対象的満意度 ン90% %

対日部 |]満意度 >90% %



附件3:

市帰蔀 r )格伏猜

P表|‐ ´

炉 ｀ 12通 ダ暉%
単

称

＜

名

日

＞

部

位
肺際

年度履取

目林
翼墓吾雹蜃竃嚢雲騎翌粋

度

要

勢

年

主

任

―

′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地震監淑1台同、国家烈度速報和預警建没
市具合図要与国家回:省同、寺立台同朕

通,提高邦州市地震盗淑1預警与信息服努能

防震減実科普示疱学校和教育基地建没
友拝示疱学校和示疱教育基地的作用,加張

防欠避隆知沢的宣教、技能演練。

地震欠害救援力量建没和演練
完成市本級地震成急現場工作険人員的凋整

、培切1和演練。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624.5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624.55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538.85

(2)項 目支出 85.7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覇 替 珀■m■ 々 彗 FFR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細化率 ≫90% %

預算執行率 ン95% %

預算調整率 ≪ 5%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結鶉結余率 く〔1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9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8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茫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95% %

鏡敷自坪完成率 >95%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95% %

坪介結果成用率 ン95%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系銃正常込行率 ン95% %

宣4t活劫升展次数 ン2次 次

泣急演練升展次数 ン1次 次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対工作数率、管理的改

善或提升程度
明旦 定性指林

公余知暁率 ン80% 00

対単位履取、促逃事立

友展的持鉄影的程度
明呈 定性指禄

満意度

群森満意度 ン80% %

社会姐奴満意度 ン 80% %



附件3:

部|](単
位 )名称 ち千 副鰤喫型型三土 渾

■

１

日

ヨ

年度履取

目林

`gi壁

1三二lI熙

年度

主要

任勢

任各名称 純 ガ

合靖込特均鍵榜、台Jil値 班工作
対尖山、航海地震合避行返行筆伊,碗保没各正常送鶉。24

小吋値lJT,按吋 L根処理地震数据。

地震監淑1預扱青項径費

地震監淑噸 扱寺項笙費用千鍵伊航海台、尖山含、強晨含、

地震台同中心的正常込特和看管笙伊,亦公没各更新笙伊 ,

保派信息処理及上扱工作。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38.5万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8.5万元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4.5万 元

(2)項 目支出 24万元

一致指林 二須指林 三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夫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 IFT

預算編市1完整性 是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知化率 ン 100% %

預算執行率 >〕 100% %

預算凋整率 (〔 0% %

結特猪余率 ≪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0% %

政府釆殉執行率 >〕 100% %

決算真実性 一致 定性指林



一致指林 二級指株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ウt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理 定性指林

管理+1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 |]須数坪伶完成率 >〕 100% %

坪倫結果皮用率 >〕 100% %

声出指林
履双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合姑鍵伊更新 ン10 次

周、月年度会商根告 >136 次

項目完成率 ン 100% %

数益指林

履以数益

社会数益 力社会稔定提供保障 定性指林

K違致益
力地震萩扱研究、地震烈度的

支J分 、地震皮急提供基拙数据
す♯

定性指林

満意度

群森満意度 ン95% %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赵松灿 联系人 赵松灿

联系电话 67888915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
工作。通过普查，摸清我市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我市致灾
风险水平、灾害链特征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
度，为各地、各部门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
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普查对象包括我市行政区域内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
素，市、县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会员，重点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
本次普查涉及的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
等。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
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

立项依据

①《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提高自然灾害
防治能力重点工程有关事项目的通知》（应急厅〔2019〕52号）按照国家要求，发展改委、
财政要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资金保障机制，支持急需项目立项和实施。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以地方保障为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确保经费按
时落实到位。
③《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
（豫政办明电〔2020〕22号）全省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实行分级保障，各级政府
要确保经费落实到位、及时拨付、专款专用。
④《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
（郑政办明电〔2020〕70号）通知要求：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实行分级保
障，各县（市、区）政府要做好本级资金预算、及时拨付、专款专用，确保经费落实到位。
市政府负责市本级相关支出，同时给予各县（市、区）政府适当补助，并积极争取中央、省
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
工作。通过普查，摸清我市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我市致灾
风险水平、灾害链特征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
度，为各地、各部门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
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通知》
（郑政办明电〔2020〕70号）通知要求：全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实行分级保
障，各县（市、区）政府要做好本级资金预算、及时拨付、专款专用，确保经费落实到位。
市政府负责市本级相关支出，同时给予各县（市、区）政府适当补助，并积极争取中央、省
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风险普查。一、组织实施阶段。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单位编制郑州
市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和《实施方案》；举办启动会、阶段方案审查会、中期评
估会、总结会；组织区县相关人员进行普查培训。二、技术指导与支持。包括基础数据分析
指导，组织对各有关行业领域风险调查评估相关已有的成果、基础数据库与图件进行清查与
整理利用；区县实施方案编制指导，指导有关部门和县级实施方案及实施细则的制定、普查
过程的工作咨询及指导；地震灾害普查技术支持；地质灾害普查技术支持；水旱灾害普查技
术支持；气象灾害普查技术支持；森林火灾普查技术支持；承灾体调查技术支持；重点隐患
调查技术支持；减灾资源与能力调查技术支持；历史灾害调查技术支持。三、地震灾害致灾
调查、重点隐患调查、评估与区划。四、地质灾害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查、评估与区划。
五、气象灾害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查、评估与区划。六、水旱灾害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
查、评估与区划。七、森林火灾致灾调查、重点隐患调查、评估与区划。八、历史灾害调查
与评估。九、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十、重点隐患调查。十一、综合灾害风险
评估与区划。十二、成果汇总和分析。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摸清我市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我市致灾风险水平、灾害链
特征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度，为各地、各部门
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普查工作完成时限，及时；普查内容项数多于5项；普查结果的准确性，准确；普查结果
信息使用者满意度大于80%。

年度绩效目标

摸清我市重要承灾体、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我市致灾风险水平、灾害链
特征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度，为各地、各部门
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普查工作完成时限，及时；普查内容项数多于5项；普查结果的准确性，准确；普查结果
信息使用者满意度大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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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人员数量 ≥60人

普查种类 ≥11类

质量 普查结果规范性 规范

时效 普查工作完成时间 2021年年底前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普查结果对应急管理决策的影响程
度

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普查结果信息使用者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联动性 多部门参与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普查数据信息共享程度 多部门共享

其它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指挥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新永 联系人 张新永

联系电话 6788885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66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66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是全省森林防火的重点区域和难点区域之一，也是森林火灾的多发地区。多年来，郑
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始终坚持把森林防火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方针，坚持把预防工作放在首
位，努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全市森林火灾损失率连续多年控制在省定标准1‰以下。据
综合分析，我市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形势更为严峻。为全面做好今冬明春森林灭火工作，根据
《国家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灾害和事故前方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保障办法的通知）》（豫应总指
办〔2019〕7号）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编办 省应急厅 省林业局《关于做
好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的通知》（豫编办[2020]182号），以及9月30日
召开的全省森林防灭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吴忠华厅长讲话精神
要求，郑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申报该项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
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灾害和事故前方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保障办法的通知）》（豫应
总指办〔2019〕7号）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编办 省应急厅 省林业局《关
于做好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的通知》（豫编办[2020]182号），以及9月
30日召开的全省森林防灭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吴忠华厅长讲话
精神要求。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市是全省森林防火的重点区域和难点区域之一，也是森林火灾的多发地区。多年来，郑
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始终坚持把森林防火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方针，坚持把预防工作放在首
位，努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全市森林火灾损失率连续多年控制在省定标准1‰以下。据
综合分析，我市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形势更为严峻。为全面做好今冬明春森林灭火工作，根据
《国家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灾害和事故前方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保障办法的通知）》（豫应总指
办〔2019〕7号）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编办 省应急厅 省林业局《关于做
好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的通知》（豫编办[2020]182号），以及9月30日
召开的全省森林防灭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吴忠华厅长讲话精神
要求，郑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申报该项经费。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规划测绘编制郑州市森林防灭火应急手册；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开展森林防灭火指挥员、
统计员培训；编制郑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到森林生态先进省市考察学习森林
防灭先进经验；保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日常运转。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森林防灭火机构健全、制度齐全、运转高效，人员业务能力素质达到工作基本要求，森林火
灾应急救援指挥顺畅，努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努力把全市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省定标
准1‰以下。



年度绩效目标
森林防灭火机构健全、制度齐全、运转高效，人员业务能力素质达到工作基本要求，森林火
灾应急救援指挥顺畅，努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努力把全市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省定标
准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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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专题会议次数 ≥5次

参加业务培训人数 ≥120人

质量 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水平 提升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森林防灭火指挥能力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联动性 多部门参与

森林防灭火指挥协调顺畅性 顺畅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程度 共享及时

其它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系统购买服务项目资金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鑫 联系人 张鑫

联系电话 67182380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9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9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933335.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933335.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按照郑州市机构改革方案，市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月26日挂牌成立，为市政府组成部门。
涉及的职能转化有以下职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责、市政府办公厅应急管理职责、地震
局防震减灾相关职责、公安局消防管理职责、民政局救灾职责、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职
责、水务局水旱灾害防治职责、林业局森林防火相关职责、煤炭局抢险救灾职责，以及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市减灾委员会、市防震抗震指挥部、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能整合。在本次
机构改革中，应急管理部门涉及改革任务重，职能合并多，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市应急管
理局机关行政编制原有人数，已不能满足应急管理系统日常工作需要。为适应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提高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应急处突能力，确保应急管理系统工作正常运转和相关任
务的完成，现需要购买社会服务协助完成各类工作，包括应急管理值班系统24小时值班值守
、安全生产举报热线24小时接听处置、应急储备物资的运转、全市自然灾害类的风险评估与
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等。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申请经费用于应急管理系统购买服务项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按照郑州市机构改革方案，市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月26日挂牌成立，为市政府组成部门。
涉及的职能转化有以下职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责、市政府办公厅应急管理职责、地震
局防震减灾相关职责、公安局消防管理职责、民政局救灾职责、国土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职
责、水务局水旱灾害防治职责、林业局森林防火相关职责、煤炭局抢险救灾职责，以及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市减灾委员会、市防震抗震指挥部、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能整合。在本次
机构改革中，应急管理部门涉及改革任务重，职能合并多，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市应急管
理局机关行政编制原有人数，已不能满足应急管理系统日常工作需要。为适应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提高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应急处突能力，确保应急管理系统工作正常运转和相关任
务的完成，现需要购买社会服务协助完成各类工作，包括应急管理值班系统24小时值班值守
、安全生产举报热线24小时接听处置、应急储备物资的运转、全市自然灾害类的风险评估与
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等。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需要购买社会服务协助完成各类工作，包括应急管理值班系统24小时值班值守、安全生产举
报热线24小时接听处置、应急储备物资的运转、全市自然灾害类的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信
息发布、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等。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购买服务工作岗位种类6类；每年对工作人员培训1次，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重要岗位
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岗位需求相符率100%；服务使用管理部门对所购买服务的满意度大于
85%，确保应急管理系统工作正常运转和相关任务的完成。

年度绩效目标
购买服务工作岗位种类6类；每年对工作人员培训1次，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重要岗位
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岗位需求相符率100%；服务使用管理部门对所购买服务的满意度大于
85%，确保应急管理系统工作正常运转和相关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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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培训次数 =1年/次

工作岗位种类 6类

质量
重要岗位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与岗
位需求相符率

=100%

时效 提供服务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为群众提供的服务质量 提高

应急管理系统工作完成效率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员工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服务产生的资料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工作配套设施设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白经华 联系人 白经华

联系电话 6788767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7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7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此项目包含应急管理宣传资金、安全生产月活动资金、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专项经费、事故
调查处理经费、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防汛抗旱专项等分项，保障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
1.应急管理宣传资金:一是在郑州电视台《安全第一线》栏目。二是在郑州日报《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栏目。三是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应急之声》栏目。四是在中原网开设“守红线 
筑防线 郑州市应急管理”专栏。五是在郑州地铁媒体进行广告发布。六是制作拍摄应急管
理宣传片。七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
2.安全生产月活动资金: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
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增强全民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
质，推动基层和企业严格安全管理，凝聚全社会安全发展共识，营造安全发展浓厚舆论氛
围，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以线上线下的活动方式，开展安全生产主题
宣讲、“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宣传、安全应急演练等活
动，以安全城市（社区）创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为重要抓手，开展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全方
位、全媒体、多层次宣传教育，通过开展教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推广、案例
警示、知识普及等宣传教育活动。
3.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专项经费:该项目主要是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
专项工作。该工作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和16个督导
组，组织对16个县市区各类企业（单位）进行安全督导检查工作，及时发现所存在的安全隐
患，及时下达督查令督促整改。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每月进行督导检查，
年底，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进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大整治大督查”活动，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为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良好的基础。
4.事故调查处理经费:按照市政府要求，依法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较大事故进行调查
处理，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处理和事故
防范措施建议。
5.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帮助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的
受灾群众重建基本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灾群众维修损坏住房。解决受灾群众灾
后应急期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医等临时生活困难。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冬令春荒期间的
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属发放慰问金。
6.防汛抗旱专项:保障防汛抗旱业务的顺利组织和开展。
7.开展应急管理培训。



立项依据

1.应急管理局职能第三条有相关表述：“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升公众知识普及和
自救互救技能”、“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第十五条规定：“负
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应急管理局宣传训练处承担职能有：“应急
管理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新闻发布、舆情监测和应对、文化建设等工作，开展公众知
识普及工作。”
 2.应急管理局职能第三条有相关表述：“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救灾意识，提升公众知识普及
和自救互救技能”、“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及市委市政府领导
批示。
3.应急管理局职能“第四条（十一）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
检查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
处承担职能有，“依法依规指导协调和监督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组织协调全市性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作，组织实施安全生
产巡查、考核工作；承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
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
2018〕98号）。
5.《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豫财社〔2013〕6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245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工作的工作部署，保障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增强全民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公
众安全素质，推动基层和企业严格安全管理，凝聚全社会安全发展共识，营造安全发展浓厚
舆论氛围，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1.应急管理宣传资金:一是在郑州电视台《安全第一线》栏目。二是在郑州日报《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栏目。三是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应急之声》栏目。四是在中原网开设“守红线 
筑防线 郑州市应急管理”专栏。五是在郑州地铁媒体进行广告发布。六是制作拍摄应急管
理宣传片。七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
2.安全生产月活动资金: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
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增强全民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
质，推动基层和企业严格安全管理，凝聚全社会安全发展共识，营造安全发展浓厚舆论氛
围，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以线上线下的活动方式，开展安全生产主题
宣讲、“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宣传、安全应急演练等活
动，以安全城市（社区）创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为重要抓手，开展线上线下齐发力的全方
位、全媒体、多层次宣传教育，通过开展教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推广、案例
警示、知识普及等宣传教育活动。
3.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专项经费:该项目主要是组织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大整治
专项工作。该工作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和16个督导
组，组织对16个县市区各类企业（单位）进行安全督导检查工作，及时发现所存在的安全隐
患，及时下达督查令督促整改。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每月进行督导检查，
年底，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进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大整治大督查”活动，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为全市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良好的基础。
4.事故调查处理经费:按照市政府要求，依法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较大事故进行调查
处理，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处理和事故
防范措施建议。
5.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帮助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的
受灾群众重建基本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灾群众维修损坏住房。解决受灾群众灾
后应急期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医等临时生活困难。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冬令春荒期间的
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属发放慰问金。
6.防汛抗旱专项:保障防汛抗旱业务的顺利组织和开展。①为驻郑部队购置储备一定数量的
防汛抢险救援物资器材，以备抢险救援之需。②郑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编制。③抢险救援
物资租赁。④全市防汛抗旱素能提升培训。⑤防汛抗旱专家库运行。⑥防汛抗旱地震地质灾
害防御宣传。
7.开展应急管理培训。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通过应急管理宣传项目的实施，达到宣传篇数（次数）1500条次，电视台栏目播出数量
104次，报刊栏目每周三次专栏，全年144期，广播栏目播出时长全年约730分钟；达到全市
目标人群覆盖率大于80%；栏目内容时效性及时；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居民满意度
达到80%以上，有效增强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素质，广泛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安全
生产的良好氛围，有效促进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开展，防范和减少各类
事故的发生。
2.2021年6月份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设置咨询台现场答疑安全生产问题，发放安全法
律法规及安全知识读本、画册、宣传页，开展平安宝贝绘画、安全谜语有奖竞猜、书画展
示，安全警示教育展（演）示活动，举办安全专家宣讲论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8项活
动；参与宣传的干部职工250人次，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等多部门共同参与，设置咨询台50余
个，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展出版面100余块，接受群众现场咨询达一万余人，提高宣传
覆盖面，使群众满意率达到80%以上。
3.成立16个督导组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每月进行1-2次督导检查。每季度
召开一次安委会扩大会议，另外根据实际增加1-2次。年底，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
单位进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根据督导检查情况，每年编写简报80-90份。通过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督查”活动，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及时下达督查令督促整
改，以期达到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率100%，专项整治活动完成率100%，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
上。
4.通过现场勘察、检测检验、专家论证、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处理建
议和事故防范措施。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延期最长不超过60日。每
起事故至少完成1份事故报告，档案管理制度健全，对事故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进行处理，
责任人员及周围群众受到警示教育，促进企业安全生产，营造安全、和谐社会氛围。事故相
关责任人员吸取事故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满意度达到80%。
5.对15个受灾县（市区）因自然灾害倒塌（损坏）房屋，需政府帮建的及时帮助恢复重建
（修缮）；对15个受灾县（市区）受灾群众中20%的受灾群众予以基本生活救助，保证受灾
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确保灾区社会稳
定，促进省会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各地受灾情况，在10-11月及时分配资金拨付受灾县
区50万元；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上。
6.保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业务正常开展，最大程度减轻我市水旱灾害损失。编制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时、有效；租赁防汛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数量充足，保障有力。防汛抗旱
专家库正常运转。抗旱应急能力获得较大提升；将旱灾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受灾困难群众
满意度达到80%以上。



年度绩效目标

1.通过应急管理宣传项目的实施，达到宣传篇数（次数）1500条次，电视台栏目播出数量
104次，报刊栏目每周三次专栏，全年144期，广播栏目播出时长全年约730分钟；达到全市
目标人群覆盖率大于80%；栏目内容时效性及时；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居民满意度
达到80%以上，有效增强全社会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素质，广泛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安全
生产的良好氛围，有效促进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开展，防范和减少各类
事故的发生。
2.2021年6月份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设置咨询台现场答疑安全生产问题，发放安全法
律法规及安全知识读本、画册、宣传页，开展平安宝贝绘画、安全谜语有奖竞猜、书画展
示，安全警示教育展（演）示活动，举办安全专家宣讲论坛，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等8项活
动；参与宣传的干部职工250人次，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等多部门共同参与，设置咨询台50余
个，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展出版面100余块，接受群众现场咨询达一万余人，提高宣传
覆盖面，使群众满意率达到80%以上。
3.成立16个督导组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每月进行1-2次督导检查。每季度
召开一次安委会扩大会议，另外根据实际增加1-2次。年底，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安委会成员
单位进行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根据督导检查情况，每年编写简报80-90份。通过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督查”活动，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及时下达督查令督促整
改，以期达到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率100%，专项整治活动完成率100%，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
上。
4.通过现场勘察、检测检验、专家论证、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处理建
议和事故防范措施。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延期最长不超过60日。每
起事故至少完成1份事故报告，档案管理制度健全，对事故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进行处理，
责任人员及周围群众受到警示教育，促进企业安全生产，营造安全、和谐社会氛围。事故相
关责任人员吸取事故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满意度达到80%。
5.对15个受灾县（市区）因自然灾害倒塌（损坏）房屋，需政府帮建的及时帮助恢复重建
（修缮）；对15个受灾县（市区）受灾群众中20%的受灾群众予以基本生活救助，保证受灾
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水喝、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确保灾区社会稳
定，促进省会城市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各地受灾情况，在10-11月及时分配资金拨付受灾县
区50万元；确保受灾困难群众满意度达到80%以上。
6.保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业务正常开展，最大程度减轻我市水旱灾害损失。编制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时、有效；代储租赁防汛抢险救援物资设备数量充足，保障有力。防汛
抗旱专家库正常运转。抗旱应急能力获得较大提升；将旱灾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受灾困难
群众满意度达到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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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培训参加人数 ≥200人

举办宣传活动项数 ≥6项

召开会议次数 ≥4次

督导检查次数 每月1-2次

完成事故调查报告 每起事故1份报告

救助受灾困难群众数量 受灾人口的20%

质量
专项整治活动完成率 =100%

宣传项目结项率 =100%

时效

事故调查结案时间 及时

资金拨付受灾县区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时效
督查检查及时性 及时

宣传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水旱灾害损失 降低

对安全生产形势的影响 稳定好转

对受灾困难群众生活影响度
保障20%的受灾群众的基本生

活

重大活动安全保障率 =100%

市民应急意识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宣传工作持续性 可持续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联动性 多部门参与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宣传工作共享程度 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应急救援专业装备购置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刘晓伟 联系人 刘晓伟

联系电话 6788865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购置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安全生产事故救援（含煤矿）、森林防灭火
装备采购、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等。确保一线指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高效开展。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三十九条：“由财政部门安排的防汛经费，按照分级管理的
原则，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防
汛任务情况，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正常防汛经费和防御特大洪水经费，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
逐步增加。”
根据《国家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
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灾害和事故前方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保障办法的通知）》
（豫应总指办〔2019〕7号）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编办 省应急厅 省林业
局《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的通知》（豫编办[2020]182号）文
件。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三十九条：“由财政部门安排的防汛经费，按照分级管理的
原则，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预算。”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防
汛任务情况，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正常防汛经费和防御特大洪水经费，并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
逐步增加。”
根据《国家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
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灾害和事故前方指挥部现场指挥协调保障办法的通知）》
（豫应总指办〔2019〕7号）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省委编办 省应急厅 省林业
局《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机构划转工作的通知》（豫编办[2020]182号）文
件。
购置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安全生产事故救援（含煤矿）、森林防灭火装备采购
、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等，确保一线指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高效开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采购防汛抢险组合工具包，防汛救援抛投器，防汛救生衣，反光背心，巡查强光手电，卫星
电话，雨伞、防水服、防水鞋，水上救援机器人，对讲机，北斗手持终端，手持报灾终端，
应急工具箱，应急灯，场地照明灯，应急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取暖炉，净水机，灭火
器，森林灭火阻燃隔热防护服。数码相机，摄像机，热成像夜视望远镜，专用笔记本电脑，
风力灭火机，油锯，割灌机，灭火水枪等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安全生产事故救
援（含煤矿）、森林防灭火装备采购、防汛抗旱物资等，确保一线指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高
效开展。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配套设备到位率大于75%，满足市本级应急救援工作需要，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提升群
众生活幸福感，使群众满意度大于80%，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促进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

年度绩效目标
配套设备到位率大于75%，满足市本级应急救援工作需要，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提升群
众生活幸福感，使群众满意度大于80%，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促进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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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设备利用率 ≥75%

时效
安装到位及时率 ≥85%

维护需求响应及时性 ≥85%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直接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75%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应急预案演练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余满成 联系人 余满成

联系电话 6788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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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要为应急预案的演练，通过应急预案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高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通知》（郑政文
〔2019〕84号）文件要求，应加强应急演练，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预案演练。

立项依据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通知》（郑政文〔2019〕84号）文件要
求，应加强应急演练，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预案演练。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通知》（郑政文〔2019〕84号）文件要
求，应加强应急演练，每年至少开展1次应急预案演练。通过应急预案演练，检验应急预案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

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两次演练，每次应急演练需要费用100万元。每次演练所需费用主要内容包括：演练脚
本编制及指导；演练现场拍摄及宣传；演练现场及后期宣传材料；演练人员后勤保障；演练
桌面预演；演练器材购置；演练会务保障；演练人员专用服装；演练产生的其他费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全年完成应急预案演练至少两次；多部门联动，共同参加应急演练；参加演练的人员不少于
200人；规范应急预案管理，使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使预案管
理水平显著提高；参与演练人员满意度达80%以上；有效提升依法、迅速、科学、有序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应急救援能力大大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全年完成应急预案演练至少两次；多部门联动，共同参加应急演练；参加演练的人员不少于
200人；规范应急预案管理，使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使预案管
理水平显著提高；参与演练人员满意度达80%以上；有效提升依法、迅速、科学、有序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应急救援能力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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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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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预案演练次数 ≥2次

参加演练的人数 ≥200人

质量

时效 应急预案演练时间 2021年年底前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演练人员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应急预案演练档案资料管理 完善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联动性 多部门共同参与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基地租赁资金

单位编码 102002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蒋啸 联系人 陶珂

联系电话 0371-6718358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38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8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383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383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基地，使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原中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
号教学实验楼东半幅(建筑面积约3789㎡)。建设2个理论考试机房（共120台电脑）、5个公
共科目考试系统，采购高低电压、焊工、制冷、登高架设、高处作业、危化等7套智能型实
操考核设备。
根据省安委办《关于在郑州市和商丘市建设标准化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试点的通知》（豫安委
办〔2015〕46号）和市安委办《关于申请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基地经费的请示》,为保
证考试中心基地的正常运转，申请从安全生产专项资金中支付每年的考试中心基地房屋租赁
费138.3万元。

立项依据
《关于在郑州市和商丘市建设标准化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试点的通知》（豫安委办〔2015〕46
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障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正常运转，为郑州市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基础保障。郑州市安全
生产资格考试中心基地是全省安全考试中心的标准和试点。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制定了考试中心管理规定，考试中心监考行为规范、监控室管理规定等

项目实施计划

1．截至5月底支出0万元，支出进度0.0%。
2．截至6月底支出0万元，支出进度0.0%。
3．截至10月底支出0万元，支出进度0.00%。
4．预计全年支出138.3万元，支出进度100.00%；预计年底结余0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障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正常运转，为郑州市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基础保障。郑州市安全
生产资格考试中心基地是全省安全考试中心的标准和试点。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正常运转，为郑州市安全生产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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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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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考试人次 ≥25000人次

考试场次 ≥50场

质量 考试制度完备 100%

时效 制证及时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提升情况 较高

持证上岗率提升 ≥60%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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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考试运行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蒋啸 联系人 陶珂

联系电话 0371-6718358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7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7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郑编办〔2015〕33号文，加挂郑州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牌子，承担辖区内负责考
核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资格考试工作；按照省局委托，
负责特种作业人员的考试工作。

立项依据
根据郑编办〔2015〕33号文，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郑州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加
挂郑州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中心的牌子，承担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资格考试工作，按照省厅委托，负责特种作业人员的考试工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落实依法考核、依法治训，开展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约考、监考和制证工作，全年组织考核
2.5万人次以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安全生产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平时考核方案，监考人员培训手册，监考员管理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1．截至6月底支出33.5万元，支出进度50%。
2．截至12月底支出67万元，支出进度100%。
预计年底结余0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落实依法考核、依法治训，开展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约考、监考和制证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落实依法考核、依法治训，开展安全生产资格考试约考、监考和制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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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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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人次 ≥250000人次

考核场次 ≥50场

质量 考核制度完善性 100%

时效 制证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群众安全生产意识提升情况 较高

持证上岗合格率 ≥60%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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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防震减灾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10200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红梅 联系人 陈启佳

联系电话 67186264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857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57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57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57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郑州市属地震监测台站的运转维护、地震资料采集传输和上报、地震预
报预测相关书籍、图鉴资料收集学习、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地震应急指挥平台运转维护、地
震应急演练、地震现场工作。

立项依据

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河南省防震减灾条例》，结合郑州市防震减灾“
十三五”规划，《关于印发2017年防震减灾宣传和科普工作要点的通知》（豫震办发〔2017
〕5号），《郑州市地震应急预案》（郑政办〔2014〕48号），《郑州市“十三五”防震减
灾规划》（郑政文〔2017〕4号）等防震减灾工作相关政策。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证郑州市属地震监测台站正常运行运转，地震资料采集传输和上报，为地震预测提供依
据，提升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充分发挥地震应急指挥平台作用，实施对
全市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与河南省地震局地震应急指挥系统适时对接，便于
全省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行动，加强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工作人员的地震现场处置、
地震移动平台使用学习，地震系统指挥平台的维护确正常运转，全面提高防震减灾系统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地震监测预预报工作是郑州市公益性事业，为了科学有效应对地震灾害，切实做好地
震监测预报工作，夯实监测基础，提高地震监测水平，为最大程度的减轻灾害损失提供支撑
和保障。通过丰富多彩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活动，面对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精神，
培养科学思维方法和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科普教育基地。
为确保防震减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能力素质强的专业队伍，提供必要技术系统保障，我
们单位有安全运行机制、各种规章制度，健全的长效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家财经制度和有
关政策办理各种相关事项。

项目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
    （1）2021年1月，确定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2）2021年1-12月，防震减灾宣传活动
    （3）2021年3月，地震移动平台设备；
    （4）2021年5-6月，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地震现场调查培训；
    （5）2021年9月，海事卫星通信费用；
    （6）2021年1-12月，地震应急指挥平台运转维护。
    （7）按照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的实际情况，及时申请上报开展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证郑州市属地震监测台站正常运行运转，地震资料采集传输和上报，为地震预测提供依
据，提升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充分发挥地震应急指挥平台作用，实施对
全市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与河南省地震局地震应急指挥系统适时对接，便于
全省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行动，加强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工作人员的地震现场处置、
地震移动平台使用学习，地震系统指挥平台的维护确正常运转，全面提高防震减灾系统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

年度绩效目标

保证郑州市属地震监测台站正常运行运转，地震资料采集传输和上报，为地震预测提供依
据，提升全民防震减灾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充分发挥地震应急指挥平台作用，实施对
全市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与河南省地震局地震应急指挥系统适时对接，便于
全省抗震救灾的统一领导、指挥和行动，加强全市防震减灾系统工作人员的地震现场处置、
地震移动平台使用学习，地震系统指挥平台的维护确正常运转，全面提高防震减灾系统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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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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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灾害应急演练数 ≥1次

地震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举办次
数

≥1次

质量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地震灾害防预知识知晓率 ≥8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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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防震减灾信息服务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

单位编码 102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显斌 联系人 刘畅

联系电话 6718802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4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4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4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用于维护航海台、尖山台、强震台、地震台网中心的正常运转和看管
维护，办公设备更新维护，保证信息处理及上报工作。依据《河南省地震局关于印发河南省
市县地震监测台站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震测发[2018]56号）。

立项依据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用于维护航海台、尖山台、强震台、地震台网中心的正常运转和看管
维护，办公设备更新维护，保证信息处理及上报工作。依据《河南省地震局关于印发河南省
市县地震监测台站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震测发[2018]56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地震监测预报专项经费用于维护航海台、尖山台、强震台、地震台网中心的正常运转和看管
维护，办公设备更新维护，保证信息处理及上报工作。依据《河南省地震局关于印发河南省
市县地震监测台站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震测发[2018]56号）。完成地震
前兆信息处理和上报工作,为建设平安郑州提供支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根据《河南省地震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市县地震监测台站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及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项目实施持。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部门预算安排专项资金1项，24万元，重要时间节点支出进度情况：
1．截至5月底支出4万元，支出进度16%。
2．截至6月底支出4万元，支出进度16%。
3．截至9月底支出8.5万元，支出进度35%。
4．预计全年支出24万元，支出进度100%；预计年底结余0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预算支出24万元
1、完成地震周、月、半年、年度会商，完成半年、年终地震趋势预测报告的编写；
2、确保尖山、航海、强震台及台网中心的正常运转，年运行率在99%以上；
3、完成地震、前兆信息处理和上报工作。为建设平安郑州提供支持。



年度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预算支出24万元
1、完成地震周、月、半年、年度会商，完成半年、年终地震趋势预测报告的编写；
2、确保尖山、航海、强震台及台网中心的正常运转，年运行率在99%以上；
3、完成地震、前兆信息处理和上报工作。为建设平安郑州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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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站维护更新 >1次

周、月年度会商报告 >12次

质量 项目完成率 ≥90

时效
周、月、年度会商上报及时性 及时性

台站维护更新及时性 及时性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震情监测跟踪 长远

台站设备维护运转 ≥9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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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应急部门协调性 =100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地震监测跟踪信息 =100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