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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为自治区司法厅的直属正处级行政

机构，受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和自治区司法厅的领导和工作指

导，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管理机关。主要职责是负责组

织、指导、监督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管理、教育、矫治、

警戒护卫、习艺劳动、生活卫生和卫生防疫等，监督管理司

法行政系统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执行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下设四个强制隔离戒毒所，分别为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强制隔离戒毒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强

制隔离戒毒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强制隔离戒毒所。2021 年度部门决算编

报范围的单位共 5 个，包括自治区戒毒局本级和四个强制隔

离戒毒。

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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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7 表

公开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金额单位：元

2021 年度预算数 2021 年度决算数

合计

因公

出国

（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

国（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01400 262，400.00 262，400.00 39,000.00 230,590.50 229,412.50 229,412.50 1,178.00

注：2021 年度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算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决

算数据取自 F0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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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 08 表

公开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结转和结

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09 表，本单位不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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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9 表

公开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11 表，本单位不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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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21 年度收入总计 125577418.39 元，与 2020 年

116094689.20 元相比增加了 9482729.19 元，增长了 8%，主

要原因是基本建设经费拨款增加；2021 年度支出总计

140513881.14 元，与 2020 年 151791351.39 元相比减少了

11277470.25 元，下降 7%，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按进度付款，

本年度支出较少。

二、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收入合计125577418.39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125577418.39元，占100%。

三、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140513881.14 元。其中：基本支出

99293025.96 元，占 71%；项目支出 41220855.18 元，占 29%。

四、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

情况说明

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 125577418.39 元，与 2020 年

116047212.12 元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了 9530206.27 元，

增长了 8%，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经费拨款增加；2021 年财

政拨款支出 139209289.48 元，与 2020 年 151025049.29 元

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1815759.81 元，下降 8%。主要原因

是基本建设按进度付款，本年度支出较少。

五、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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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39209289.48 元，占本年支出

合计140513881.14的 99%。与 2020年 151025049.29元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1815759.81 元，下降 7%。主要原因是基

本建设按进度付款，本年度支出较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39209289.48 元。其中公共安

全支 出 112896860.66 元， 占 81% ；社 会保障和 支出

15567588.31 元，占 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4884389.28 元，占 3%；节能环保支出 410000 元，占 1%；住

房保障支出 5450451.23 元，占 4%。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17565128.56 元，

支出决算为 139209289.48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8%。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我系统第二批下达的中央预

算专项经费 270 万元没有纳入年初预算，二是基本建设项目

没有纳入年初预算。

六、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9263233.16

元，其中：人员经费 89551184.82 元，公用经费 9712048.34

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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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资福利支出86111788.54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

数70385600元增加15726188.54元，增长22%，主要原因是

2021年工资增长以及年底实际人数比年初增加；较2020年决

算数76483261.8元增加9628526.74元，增长13%。

2.商品和服务支出9712048.34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

数9315700元增加396348.34元，增长4%,主要原因是全系统

干警人数较上年增加，公用经费增加。较2020年决算数

8914509.9元增加797538.44元，增长9%。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439396.28元，较2021年度

年初预算数6225100元减少2785703.72元，下降45%，主要原

因是戒毒人数减少，戒毒人员生活费支出减少；较2020年决

算数6100954.95元减少2661558.67元，下降44%。

4.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无。

5.资本性支出无。

6.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支出无。

7.对企业补助支出无。

8.无其他支出。

无。

七、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总体情况说明。2021 年度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为 301400 元，支出决算为 230590.5 元，完成预算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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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本

年度没有发生因公出国费及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控制费用节约成本后比预算少支出 70809.5

元。

2021 年度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230590.5

元比 2020 年决算数 222842.20 元增加 7748.3 元，增长 3%，

其中：因公出国费没有发生；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

出 2021 年决算数 229412.5 元，比 2020 年决算数 222842.20

元增加 6570.3 元，增长 3%，原因是车辆老化，运行成本增

加；公务接待费支出 2021 年决算数 1178 元，2020 年没有发

生支出，本年度为正常性公务接待支出。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

体情况说明。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230590.5 元。其中：因公出国费没发生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229412.5 元，占 99%； 公务接待

费支出决算为 1178 元，占 1%。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费没发生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 262400 元，支出

决算数 229412.5 元，完成预算的 87%；其中：公务用车购

置没发生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29412.5 元，主

要用于车辆的日常油料、保险、维修维护等费用。2021 年全

系统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28 辆，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28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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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9000元，支出决算数1178元，完

成预算的3%；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1178元，主要用于司

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实地复检复核工作组餐费。2021年

度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6人。

八、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

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项

目。

九、关于自治区戒毒管理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情况说明：本单位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项

目。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 9712048.34 元，比

2020 年 9177511.40 元增加 534536.94 元，增长 6%，主要原

因是本年度干警人数增加，相关公用经费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274751.8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149751.8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25000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274751.8元，占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的 10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99179.72 平

方米，共有车辆 29 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27 辆，专

业技术用车 2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7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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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组织对 2021年度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

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 6个，共涉及资金 1924.46 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今年对全部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

标，“量化评价表”自评得分 91.5 分。重点就项目绩效指

标中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

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进行分析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实

施项目绩效评价，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项目建设的好坏，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于项目前期工作的调研和准备是否充分，进而

影响到项目的成败或项目的效益。下一步改进措施是提高对

绩效管理工作重要认识，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对绩

效管理工作的宣传，把日常工作考核与绩效运行监控结合起

来，将预算项目绩效管理责任分解落实到具体职能科室和下

属基层单位，对下属单位的资金分配与项目绩效挂钩，树立

“谁使用资金，谁实施自评，并对评价结果负责”的理念，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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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全系统警察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自治区司法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值

（10 分）

执行率

（B/A）
得分

得分计算

方法

年度资金总额： 77 77 10 100.00% 10 执行率×

该指标分

值，最高不

得超过分

值上限。

其中：财政拨款 77 77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为了加强警察队伍正规化建设，工作时统一着装，树立人民警察良好的形象，规范执法，确保全系统警察及执

法辅助人员按时换发服装。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值（B）
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服装

配发标准核定。
10 100% 100%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 或 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10

质量指标

符合《人民警察服装质

量管理办法》的规定，

按时换发服装，及时调

换不合体服装，协调做

好售后服务。

10 100% 100%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

“三档”原则分别按照指

标值的 100-80%（含）、

80-50%（含）、50-0%来

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

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

达到指标值，按 B/A 或

A/B×该指标分值记分。

10

时效指标 一年内完成 10 完成 完成 10

成本指标
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公开

招标采购，专款专用。
10 100% 100% 10

效

益

指

标

（40

分）

经济效益

指标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

“三档”原则分别按照指

标值的 100-80%（含）、

80-50%（含）、50-0%来

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

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

达到指标值，按 B/A 或

A/B×该指标分值记分。

社会效益

指标

加强警察队伍正规化建

设，树立人民警察良好

的形象，规范执法。

40 完成 完成 4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2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警察及执法辅助人员 20 98% 98%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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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是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预算资金，包括基本支出拨款和项目支出拨款收入。

2、基本支出：指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

3、项目支出：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

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等方面的支出。

4、“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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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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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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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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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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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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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员经费：是指单位基本支出中用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安排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等。

7、日常公用经费：是指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第五部分 附件

无其他有关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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