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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根据原江西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人事厅（编

办）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赣人办字

〔2001〕52号）和《中共江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明确公务员考试考务职责的通知》（赣编办发〔2019〕

394 号）规定，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的主要职责： 

一是开展人事考试客观规律的研究探索，进行考试方

式的改革，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人事考试制度； 

二是承担全省人事考试机构的业务指导与技术培训工

作； 

三是承担全国公务员录用考试、选调、遴选笔试江西

考区和本省公务员录用考试、选调、遴选笔试的考务工

作；本省公务员录用考试、选调、遴选笔试、面试试题、

试卷的命制、印刷、传递、交接和保管、回收、销毁，以

及阅卷、违纪违规处理等工作； 

四是承担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江西考区和

本省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五是承担事业单位招聘等国家和省内新开设的人事考

试考务工作； 

六是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等。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根据省编委办的批复，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内设综合科、

考务科、信息科和命题科 4个科室。2022年江西省人事考试

中心编制人数小计 30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30

人。实有人数小计 19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18人,全部补

助事业在职人数 18 人。退休人数小计 1人。 

 

第二部分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2,857.7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7.68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57.73 卫生健康支出 28.5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4.09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2,857.73 本年支出合计 3,550.28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0.00

八、上年结转（结余） 692.55

收入总计 3,550.28 支出总计 3,550.28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教育收费资金
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

** ** 1 2 3 4 5

合计 3,550.28 692.55 2,857.73 2,857.7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7.68 692.55 2,825.13 2,825.13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3,483.57 692.55 2,791.02 2,791.02

　　2080150 　　事业运行 486.90 95.88 391.02 391.02

　　20801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事务支出

2,996.66 596.66 2,400.00 2,400.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4.11 34.11 34.1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34.11 34.11 34.1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8.51 28.51 28.51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8.51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8.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9 4.09 4.09

　02 　住房改革支出 4.09 4.09 4.09

　　2210203 　　购房补贴 4.09 4.09 4.09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合计 3,550.28 553.61 2,996.6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7.68 521.01 2,996.66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3,483.57 486.90 2,996.66

　　2080150 　　事业运行 486.90 486.90

　　20801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996.66 2,996.66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4.11 34.1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11 34.1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8.51 28.51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9 4.09

　02 　住房改革支出 4.09 4.09

　　2210203 　　购房补贴 4.09 4.09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2,857.73 一、本年支出 2,857.73 2,857.73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857.7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5.13 2,825.13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28.51 28.5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4.09 4.09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2,857.73 支出总计 2,857.73 2,857.7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2,857.73 457.73 2,4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5.13 425.13 2,400.00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791.02 391.02 2,400.00

　　2080150 　　事业运行 391.02 391.02

　　20801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400.00 2,400.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4.11 34.1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11 34.1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8.51 28.51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8.51 28.5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9 4.09

　02 　住房改革支出 4.09 4.09

　　2210203 　　购房补贴 4.09 4.09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457.73 387.93 69.8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87.93 387.93

　30101 　基本工资 67.83 67.83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4.09 4.09

　30103 　奖金 142.65 142.65

　30106 　伙食补助费 10.80 10.8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54.84 54.84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4.11 34.1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8.51 28.51

　3011204 　其他保险 0.30 0.30

　30113 　住房公积金 30.00 30.0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4.80 14.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5.70 65.70

　30201 　办公费 0.90 0.9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05 　水费 1.00 1.00

　30206 　电费 12.00 12.00

　30207 　邮电费 0.50 0.50

　30209 　物业管理费 30.00 30.00

　30211 　差旅费 1.00 1.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00 1.00

　30228 　工会经费 7.50 7.50

　30229 　福利费 6.68 6.6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50 2.50

　302990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62 2.62

310 资本性支出 4.10 4.1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4.10 4.10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三公”经费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501011 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9.97 9.97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注：若为空表，则为该部门（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501011]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人事考试考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24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400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平稳、安全、顺利地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考试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考试报名项目数 ≥50项

省级项目命题套数 ≥10套

试卷印制份数 ≥75万份

考试报名人数 ≥50万人次

阅卷份数 ≥75万份

质量指标 考试考务工作标准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考试按期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试卷印刷费 ≤37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选拔人才数量 ≥1.20万人次

考试参考率 ≥6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考试主管部门满意度 ≥85%

考生满意度（%） ≥85%



 

第三部分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2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3550.28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60.33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2857.7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60.77 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

结转 669.8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77.71 万元;其他资

金（结转结余）22.7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2.73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2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 3550.28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60.33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553.6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344.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83.81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65.7万元,资本性支出 4.1万元。项目支出

2996.6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4.56 万元;其中：商品

和服务支出 2496.66 万元,资本性支出 50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17.68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72.0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8.5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2.5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0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0.75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483.81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293.48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62.37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68.17 万元;资本性支出 504.1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34.9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为

2857.7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60.77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5.13 万

元,卫生健康支出 28.5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09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457.73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440.7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87.93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65.7万元,资本性支出 4.1万元。项目支出

240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0.01万元;其中：商品和服

务支出 240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2 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属非行政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无

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政府采购总额 556.2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6.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549.65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共有车辆

0 辆。 

2022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人事考试考务工作经费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组织实施公务员录用、公开遴选、公开选

调，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三支一扶”等

各类人事考试。 

2.立项依据：原江西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人事厅

（编办）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赣人办

字〔2001〕52号）、《关于认真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

作的通知》（人职发〔1990〕2号）、《中共江西省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公务员考试考务职责的通知》（赣编

办发〔2019〕394 号）。 

3.实施主体：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4.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公务员录用、公开遴选、公开选

调，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三支一扶”等

各类人事考试，平稳、安全、顺利地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考



 

试工作任务。 

5.实施周期：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 

6.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拟安排该项目一般公共预算

2400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数量指标，全年考试报名项目数≥

50 项、省级项目命题套数≥10 套、试卷印制份数≥75 万份、

考试报名人数≥50 万人次、阅卷份数≥75 万份；质量指标，

考试考务工作标准达标率=100%；时效指标，考试按期完成率

=100%；成本指标，试卷印刷费≤375 万元；社会效益指标：

选拔人才数量≥1.2 万人次、考试参考率≥60%；可持续影响

指标：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满意度指标：考试主管部

门满意度≥85%、考生满意度≥85%。 

二、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 9.97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万元,与上年维持不变。 

公务接待 9.97万元,比上年减少 0.31 万元，主要原因

是：进一步压减公务接待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 0万元,与上年维持不变。 

公务用车购置 0万元,与上年维持不变。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1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

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反映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的

基本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管理事务（款）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项）：

指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用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方面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江西省

人事考试中心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支出。 

（四）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指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的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经费。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指江西省人事考试中心根据房改政策规定，向符合

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