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龙区委农办

2019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总体收支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一）部门收入预算

洛龙区委农办 2019 年部门收入预算为 2520.51 万元，

其中：财政一般拨款 1925.51 万元，上级提前告知转移支付

595 万元。

（二）部门支出预算

洛龙区委农办 2019 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计 2520.51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共计 227.24 万元，占总支出的 9.1%。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188.03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2.8%；商品和服

务支出 14.6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6.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24.61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10.8%；

（2）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共计 2293.27 万元，占总支出的 90.9%。主要

项目有：1. 区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620 万元，占项目支出

的 27.1%；2. 宜阳定点帮扶资金 300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3.1%；3.第一书记资金 130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5.7%；4.

新发展市供蔬菜基地区级配套资金 12.7 万元，占项目支出



的 0.6%；5.农村环境整治达标集中整治经费 50 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2.2%。

（三）部门收支预算变化情况

洛龙区委农办 2019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计 2520.21 万元，

与 2018 年（1692.28 万元）相比增加 827.93 万元，增幅为

32.8%。主要原因是：1.人员经费增加；2. 按照区委/区政

府工作安排，新增农村环境整治达标集中整治经费项目、乡

村振兴示范镇、示范村达标集中整治经费等。3.脱贫攻坚任

务加大，上级扶贫专项资金增加。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我部门2019年无“三公”经费预算，特此说明。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洛龙区委农办 2019 年部门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计

847.48 万元，其中：办公费 120.7 万元；培训费 1 万元；劳

务费 55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69.57 万元。

四、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龙区委农办2019年没有政府采购预算支出。

五、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9年，洛龙区委农办共组织对20个项目进行了预算绩

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1078.27万元。

绩效评价结果概况说明：

1. 2019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75万



元项目概况：1、李楼镇焦寨村生产道路硬化：30万元；2、

桃园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30万元；3、帽郭村生产道路硬化

项目50万元；4、白马寺镇大里王村集体经济项目：35万元

；5、学府办王山村道路硬化项目：30万元项目立项依据：

上级文件提出任务要求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

月；项目总投资额：17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75万元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李楼镇、白马寺镇、学府办5个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全部完成。

2. 2019年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项目，

预算金额420万元，项目概况：1、李楼镇杨村危桥项目50万

元：省级资金50万元；2、孔寨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50万元

：省级资金20万元，深度贫困村资金30万元；3、学府办王

山村道路硬化项目63万元：省级资金63万元；4、李楼镇二

北村文化广场115万元：省级资金95，深度贫困村资金20万

元；5、白马寺镇孔寨村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92万元：省级

资金92万元；6、雨露计划培训50万元（职业125人*3000元

、短期100人*2000）：省级资金50万元；项目立项依据：上

级文件提出任务要求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

；项目总投资额：42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420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42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4个基础

设施，1个产业扶贫，1个雨露计划全部完成。

3. 第一书记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30万元，项目概况：



第一书记资金(白马寺周村、孔寨、大理王村，李楼镇杨村

、二北，龙门街道办事处的王山、田山、裴村、花园，科技

园街道办事处毕沟、小营、溢坡、小李屯村）共计13个村。

项目立项依据：上级文件提出任务要求事项；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30万元；2019年度投

资金额：13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30万元；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促进贫困户的稳定持续脱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

4. 三农工作经费（包括乡村振兴、农村改革、沟域经济

工作）项目，预算金额10万元，项目概况：：1、农村工作会

材料印制（包括村、乡镇办事处、委局、任务分解、实施方

案、责任目标等材料印制）。2、农村改革工作。3、乡村振

兴编制规划、调研报告、统筹协调、督促指导。4、上报资

料、培训、印制工作手册、、外出学习。项目立项依据：根

据上级要求，市里文件。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

项目总投资额：1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0万元；2019

年度投资金额：1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第一、二季度

完成编制规划、调研报告、培训工作。下半年统筹协调、督

促督导全年工作顺利完成。

5. 乡村振兴示范镇、示范村达标集中整治经费项目，预

算金额100万元，项目概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

与脱贫攻坚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实现农村产业振



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项目立项

依据：根据《洛龙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规划纲要》

洛龙办[2018]14号文件。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

项目总投资额：10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00万元；2019

年度投资金额：10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以农村环境整

治和脱贫攻坚工作为抓手，以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为目标，实现我区农村示范镇

、示范村年底验收合格目标。

6. 临时人员工资项目，预算金额8万元，项目概况：主

要用于支付我单位临时人员工资、因缓解单位人员不足问题

，共聘用3人，主要用于支付临时人员工资（河南省最低工

资标准1900元，伙食补助、交通费、办公费用）。项目立项

依据：根据往年安排、领导批示。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

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8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8万

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8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根据

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按月拨付付临时人员工资。更好地完

成工作，使我区脱贫攻坚任务、农村环境整治、乡村振兴、

示范村达标任务顺利完成。

7.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项目，预算金额27.5万元，项目概

况：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将有效缓解单位办公人员不足和老龄

化问题，共聘用7人，主要用于支付我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

资和社会保险。项目立项依据：根据往年安排、领导批示。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27.5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27.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27.5

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根据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按月

拨付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绩效、社会保险等。确保按时发放

工资，更好地完成工作，使我区脱贫攻坚任务、农村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工作顺利完成。

8. 区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项目，预算金额620万元，项

目概况：（1）李楼镇杨村危桥项目：20万元；（2）李楼镇焦

寨村生产道路硬化：60万元；（3）桃园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

40万元；（4）帽郭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80万元；（5）大里王

村生产道路修建项目85万元；（6）孔寨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

20万元；（7）半个店村生产道路硬化项目40万元；（8）学府

办王山村道路硬化项目：37万元。（9）李楼镇二北村文化广

场：15万元；（10）特色农业种植补贴项目：15万元；（11）

孔寨村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173万元；（12）王屯村南环路停

车场建设项目40万元；（13）雨露计划培训（职业125人*3000

元、短期100人*2000）：15万元。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

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洛阳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的部署，为确保我区实现全部贫困村脱贫，权利保障

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需安排区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620万

元。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620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62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

62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通过扶贫项目的实施（基础

设施、产业扶持、雨露计划），确保1个贫困村、650人贫困

人脱贫摘帽，贫困村及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彻底改变行路难

问题，产业项目覆盖贫困户达到95%以上，生态环境和村容

村貌明显改善，素质技能和村风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群众发

展信心和幸福感指数明显增强。

9. 各镇办扶贫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25万元，项目

概况：白马寺镇、李楼镇、龙门街道办、科技园办各30万，

安乐镇5万， 计125万元。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共洛阳

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洛

阳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

部署，为确保我区实现全部贫困村脱贫，权利保障扶贫攻坚

任务的完成，区领导批示，需安排区级财政资金125万元。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25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12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25万

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加快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好精准扶

贫工作，提高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促进贫困户的稳定持续

脱贫，确保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10. 宜阳定点帮扶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50万元，项

目概况：推动我区对口帮扶宜阳县非贫困村扶贫项目顺利实

施。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洛阳市“十三五”脱贫攻

坚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部署，推动我区对口帮

扶宜阳县非贫困村扶贫项目顺利实施，区领导批示，需安排

区级资金50万元。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

投资额：5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0万元；2019年度投

资金额：5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我区5个镇办对口帮

扶宜阳县6个镇20个非贫困村开展项目实施。

11. 宜阳定点帮扶资金项目，预算金额300万元。项目概

况：推动我区对口帮扶宜阳县非贫困村扶贫项目顺利实施，

区级资金300万元。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共洛阳市委洛

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洛阳市“

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部署，

推动我区对口帮扶宜阳县非贫困村扶贫项目顺利实施，区领

导批示，需安排区级资金300万元。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

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30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00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0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我区定点对口帮扶宜阳县6个镇20个非贫困村。

12. 扶贫互助社运营经费项目，预算金额9万元，项目概

况：根据工商局及税局月报表要求，互助社需建立完整的工

作体系（如外聘专业会计等）扶贫互助社15个，需运营经费

。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洛阳市“十三五”脱贫攻坚



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部署，为确保我区互助社

有序运营，需安排区级财政资金9万元。项目起止时间：2019

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9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贫

困村和非贫困村互助社平稳运行提供保障，确保已脱贫贫困

户稳固脱贫；未脱贫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脱贫目标实现。

13. 扶贫小额信贷政府贴息项目，预算金额55.57万元。

项目概况：根据《洛阳市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2018年全市扶贫小额信贷目标任务的通知》洛金扶贫

[2018]1号文件和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18]5号“关于拨付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事宜”文

件精神，与农商行洛龙支行合作，寻找经济效益良好企业有

带贫意愿的采取企贷企用模式， 扶贫小额信贷政府贴息（

户贷户用9.57万、企贷企用46万）：计55.57万元。项目立项

依据：根据《洛阳市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8年全市扶贫小额信贷目标任务的通知》洛金扶贫

[2018]1号文件和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18]5号“关于拨付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事宜”文

件精神，需申请拨付扶贫小额信贷政府贴息55.57万元。项

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55.57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55.57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5.57

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争取2019年我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获贷率达到55%以上。

14. 扶贫工作经费（包括项目审计费）项目，预算金额

95万元，项目概况：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规范化与动态管理、

扶贫项目管理费、绩效考核及问题整改工作、脱贫攻坚工作

会议资料、省市督查、巡查、巡察工作、驻村工作成员，第

一书记体检等、脱贫攻坚专用车辆维修、燃油费、年中、终

省、市实地考核与检查验收工作及第三方评估、扶贫项目审

计费及其他工作经费、区督查巡察组工作经费。项目立项依

据：根据《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实施意见》、《洛阳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和市委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部署，为确保我区实现全部贫困村脱贫

，权利保障扶贫攻坚任务的完成，需安排区级财政资金95万

元。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95万

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5万

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确保我区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提高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促进贫困户的稳定持续脱贫；提

高贫困户职业技能，促进劳动力转型。

15. 脱贫奖励项目，预算金额75万元，项目概况：脱贫

奖励：1518户*500元，计75万元。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中

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洛阳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和市委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的部署，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户脱贫的



积极性，促进贫困户如期脱贫。经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对

2019年新脱贫以及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

年已脱贫且未返贫的贫困户每户奖励500元；对2020年新脱

贫以及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已脱贫且未返贫的贫困户每户奖励500元。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7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

额：7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7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对2019年新脱贫以及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

、2018年已脱贫且未返贫的贫困户每户奖励500元，促进贫

困户的稳定持续脱贫。

16. 劳务派遣用工工资项目，预算金额19.5万元，项目概况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将有效缓解单位办公人员不足和老龄化问题

，共聘用5人，主要用于支付我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和社会保

险。项目立项依据：根据往年安排、领导批示。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9.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

：19.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9.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按月拨付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绩效

、社会保险等。确保按时发放工资，更好地完成工作，农村环境

整治、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任务顺利完成。

17. 新发展市供蔬菜基地区级配套资金项目，预算金额 12.7

万元，项目概况：我区2019年新发展市供蔬菜基地建设目标预计

为60亩，分布于李楼镇。其中新建日光温室20亩，新建塑料大棚

40亩。项目立项依据：根据《洛阳市蔬菜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关于



印发洛阳市2018年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洛菜组

[2018]1号）、《洛龙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洛龙区2018

年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洛龙农组[2018]16号）

文件。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2.7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2.7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2.7

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2019年新发展市供蔬菜基地建设目标

预计为60亩，分布于李楼镇、安乐镇、白马寺镇。其中新建日光

温室20亩，新建塑料大棚40亩。

18、菜农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培训项目，预算金额 1 万元

，项目概况：（1）举办菜农无公害生产技术培训及在职人员业务

培训；（2）印制菜农用蔬菜生产技术培训资料和制作宣传条幅。

。项目立项依据：根据《洛阳市蔬菜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洛阳市2018年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洛菜组

[2018]1号）、《洛龙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洛龙区2018

年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洛龙农组[2018]16号）

文件。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1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万元；项目

年度绩效目标：要加大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培训力度，不断

提高蔬菜种植水平。聘请专家1人，开设培训班5期，培训菜农50

人次。

19、农村环境整治达标集中整治经费项目，预算金额 50 万

元，项目概况：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以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污染防治为主要任务，与脱贫攻坚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



合，不断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项目立项依据：《中共洛

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洛阳市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及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工作推进机制的通

知》（洛办文[2018]30号）、《关于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助力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洛农环文[2018]1号）文件、区领导批示。项目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5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

5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0万，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以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为主要任务，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以

全区贫困村及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为重点，深入开展村容户貌

整治提升工作，使我区农村环境在达到“三无一规范”和“一眼

净”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绿亮净美畅”目标。

20、设施蔬菜保险区级补助资金项目，预算金额 10 万元，

项目概况：2019年计划在我区李楼镇、白马寺镇、龙门镇开展试

点500亩，每亩保费400元，我区承担50%，共计10万元。。项目立

项依据：《洛阳市蔬菜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洛阳市2018年

设施蔬菜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洛菜组[2018]2号）。项目

起止时间：2019年1月-12月；项目总投资额：10万元；2019年度

投资金额：1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1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

目标：让农民群众真正了解设施蔬菜保险的惠民好处、相关政策

、条款责任等相关内容，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保意识，

提高保险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