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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基本情况）
（2021年 ）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湛江市妇女联合会
单位
性质

行政

下属预算单位 湛江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单位自评联络人 符小丹
联系电话
及手机

3180360、
13553569952

邮箱 962703150@QQ.com

绩 
效 
目 
标 
情
况

整体绩效（总）目标：                                                                                   
        一、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推动建成村（社区）家长学校1886个。
        二、评估并推进两个规划监测，宣传男女平等思想。（一）举办湛江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
监测工作会议暨培训班1次。（二）开展湛江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10次。（三）开展湛江
市27所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示范学校实地调研工作10次。（四）举办湛江市新周期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编制工作培训班1场。
        三、加强组织建设，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一）创建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示
范点20个。（二）举办执委会议1场。（三）举办妇联干部培训和讲座1场。
       四、树立先进典型，教育、引导妇女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一）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组织创作诗歌，录制特
别节目1场，开展亮灯宣传1次。（二）湛江妇女网、“湛江女声”公众号运营管理，湛江女声微信
公众号发布推文512篇，开设党史专栏，推送党史学习教育信息近100条，阅读量2万多人次。开展
网上展示接力活动。（三）开展“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巾帼大宣讲活动600多
场次，覆盖妇女5万多人。（四）创建5个市级巾帼文明岗，培育1个省巾帼示范基地，9个湛江市巾
帼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农户3713户。
        五、帮助引导妇女投身创业、就业中去，引领妇女脱贫致富。为500名妇女和巾帼致富带头人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资金扶持，进一步缓解妇女创业和扩大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六、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帮扶妇女儿童。（一）寻找“最美家庭”2000户。（二）创建“儿童
友好示范社区”10个。（三）开展“情暖留守儿童 筑梦蓝色湛江”活动150场。（四）开展六一国
际儿童节活动1场。（五）慰问困难妇女干部、特困母亲、困境儿童、困难家庭等80名。（六）推
选优秀书香家庭30户。（七）开展“爱+屋”儿童保护项目60场。
       七、积极推动普法宣传，提升妇女儿童群众的法治意识。（一）开展户外宣传活动8次/3000人
。（二）举办教育讲座总次数4场/800人。（三）开展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培训班1场。（四）妇
女儿童维权宣传2次。
       八、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依法维权能力，促进社会稳定。（一）接访接待处理妇女信
访案件360个。（二）个案服务30个。（三）典型案例1个。（四）开展小组活动4个16节。（五）
年举办民生座谈会次数4场。（六）年发布的网页、微信信息总量18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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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                               
         一、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一）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举办“五比五晒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社区家长学校作为新时代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传承弘扬好家风好家教，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相结合，创建社区家长学校品牌体系，实现一区一品牌。举办社区家长学校“五比五晒”活
动，完善社区家长学校体制机制建设。活动成效显著，湛江市妇联连续2次创文测评获得第1名。 
（二）开展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建成社区家长学校1886个。
印发《加强湛江市村（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亮点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推动1972个村（社区）建立家长学校100%挂牌办学，其中，社区家长学校334所，村家长学校
1638所，积极探索分阶段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继续指导村（社区）家长学校建立健全“1+2+5”工
作机制，“1”是坚持党建引领，“2”是优化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5”是制定《湛江市村（社
区）家长学校五大制度建设指引（以麻章区民乐社区家长学校为例）》，即家长学校设施管理制度
、开展活动制度、联系家长制度、宣传工作制度以及网上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制度；继续推动村（社
区）家长学校“一把手”工程，加强领导，坚持以上率下，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挂图作战，高位
推进。市妇联牵头推动各级妇联印发正式通知组织召开本级家长学校年度工作会议，层层压实责
任，分解任务，确保责任细化到人。成效显著，在省级考核中，该项指标获得满分。
         二、评估并推进两个规划监测，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一）开展“三八”妇女节专题宣传
1次，依托湛江日报广泛开展我市实施本轮两个规划成果宣传，专题刊载了《十年砥砺绽芳华 风正
扬帆再起航》报道，并联合湛江市电视台着手我市两个规划实施成果专题片的拍摄工作。（二）举
办湛江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会议暨培训班1次，约50人参会，部署我市2020年度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任务；对统计监测系统数据填报、评估报告撰写方法进行培训；对统计
监测系统数据库操作使用培训。（三）开展湛江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10次。成立了由市政
府领导领衔、各成员单位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为成员的新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工作组
。联合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通过网络问卷调
查和实地调研的形式，充分了解和掌握妇女儿童在公共服务、参政议政、家庭、安全保护等方面的
需求，并撰写出我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报告。（四）开展湛江市27所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示范
学校实地调研工作10次。联合市教育局召开全市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和
经验交流等方式，阶段性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提质扩面。
（五）在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举办湛江市新周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培训班1次，组织
相关成员单位联络员、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干部和规划编制专家参加了培训，并举办两
场座谈会，广泛听取规划编制意见建议。（六）召开湛江市分性别统计工作会议1次，邀请省统计
局相关专家进行培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和统计局领导和监测统计员
参加了培训，进一步完善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功能。
         三、加强组织建设，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一）创建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
示范点20个，举办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项目管理培训班1场；（二）举办市妇联
十届十次执委会1次；（三）组织市妇联十届执委、市妇联机关干部，部分市直单位妇委会主任或
妇女工作负责人到海南举办湛江市妇联执委暨妇联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1场；（四）举办女性社会
组织妇女工作专题研讨班1次；（五）开展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完成全市村（社区）妇联换届工
作，推进“破难行动”，深化妇联改革；（六）选派妇女干部参加省妇联、市委组织部、市人大等
外出培训，共6个批次；（七）开展“学党史 颂党恩 办实事 做党的好女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建
活动、订购党建报刊、书籍；（八）开展巾帼心向党——点赞湛江“最美妇联执委”活动，评选出
20名湛江市“最美妇联执委”。
         四、树立先进典型，教育、引导妇女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一）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组织创作诗歌，录制
特别节目，开展亮灯宣传，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我市妇女工作成果、宣传妇女先进典型，发挥榜
样的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二）开展“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巾
帼大宣讲活动600多场次，覆盖妇女5万多人。（三）通报表彰省级以上先进个人10人、先进集体19
个，创建市巾帼文明岗5个。（四）开展评选湛江市三八红旗手和湛江市三八红旗集体。（五）培
育1个省巾帼示范基地，9个湛江市巾帼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农户3713户。（六）湛江妇女网、“湛
江女声”公众号运营管理，湛江女声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512篇，开设党史专栏，推送党史学习教
育信息近100条，阅读量2万多人次。开展网上展示接力活动。（七）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深化创文工作，推进我会精神文明工作上台阶。
         五、帮助、引导妇女投身创业、就业中去，引领妇女脱贫致富。深入实施妇女创业小额贷款
贴息项目，2021年，我市共为957名妇女发放创业贷款5821万元，共贴息224.0671万元，其中省贴
息164.0475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息），市财政贴息60.0196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
息），带动创业就业人数6335人，超额完成任务，项目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六、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帮扶妇女儿童。（一）开展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党 亲子诵读
传家风”系列活动。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百年党史知识暨好家风好家训巡展。选拔培养了一批
“红领巾”讲解员， 175名少先队员通过培训、考核被聘为湛江市“红领巾”讲解员，聘期三年，
颁发聘书，负责讲解党史知识、红色家风故事、诵读红色家书等；举办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
党  亲子诵读传家风”比赛，评出特等奖5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31个、三等奖54个，授予祝艳等
59人“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授予赤坎区教育局等10个单位和部门“优秀组织奖”。 截至目前，
全市开展活动504场次，覆盖人次近17.2万，全市建有各类宣讲队伍44个，宣讲员达406人，新闻浏
览量逾11万人次。（二）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市妇
联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喜讯频传，湛江市雷州清端园被命名第二批广东省家教家风实践基地；
湛江市乐华街道海滨东社区入选广东省妇联“家越美 粤幸福”美丽家园建设项目。湛江市妇联积
极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工作，采取系列举措。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精准施策持续深入寻找最美家庭。
在全市开展“家庭学党史”“家庭颂党恩”“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湛江
广大家庭深入了解百年党史。2021年湛江市共有11户家庭荣获省级“最美家庭”荣誉，占全省总量
10%，我市林伟明家庭荣获2021年广东十大“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湛江市荣获广东百户“最美家
庭”荣誉称号的家庭数量位列全省第一。评选湛江市最美家庭300户，推选湛江市优秀书香家庭36
户，十大书香家庭10户。二是创新思路推出一批家风家教研学体验点广受欢迎。以“传承弘扬好家
教好家风行动”为抓手，推出“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研学体验点，包括广东省“家越美•粤幸
福”工作点、家庭文明建设示范点海安镇乌港村、湛江市家教家风实践基地、革命老区、乡风文明
示范村雷州市沈塘镇后山村、雷州市龙门镇儿童友好示范社区足荣村茂德公大观园、昌公书局等，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市教育局、市老干局、市粮食局、湛江实验中学等20多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到研学点开展家风研学活动，近1000人次参与。《市妇联“六大举措”推进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 助力湛江优化营商环境》荣登《法治湛江》2021年第2期。（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一是依托社区家长学校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服务活动。6月至7月，86所社区家
长学校开展线上疫情防控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停止线下聚集性家长和儿童活动，保障广大家庭安
全；通过线上社区家长学校组织家长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动员60岁以上长者积极接种，逾4.3万户
家庭成功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二是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开展“童 奔康”公益行动帮扶贫困儿
童，春节期间全覆盖入户走访慰问贫困儿童1072名，发放慰问金、慰问品合计16.65万元，六一儿
童节期间，为“童 奔康”项目1064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津贴100.86万元；三是开展访贫助学项目
（含e万行动），为1556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款123.2万余元；三是帮扶困境母亲。为51名患病贫困
母亲发放“贫困母亲关爱工程”资助金43.2万元。四是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等单位开展“学
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湛江市‘微心愿•暖港城’网络公益活动”，帮助困境儿童实现微小心
愿，截至7月8日，1940个微心愿已全部被认领，其中，1442微心愿已实现。五是开展关爱活动。上
半年累计开展“把爱带回家”四送活动1385场次，其中，开展“送家风故事”266场次，“送家教
服务”213场次，“送法治安全”304场次，“送社会关爱”652场次，受益儿童达11252人次；开展
“情暖留守儿童  筑梦蓝色湛江”活动150多场次， 7500人次留守儿童受益。（四）开展 “爱+屋”
儿童保护项目。2021年1月至11月，爱+屋儿童中心日常开放486小时，服务儿童1116人，人次
15428；活动开展67场次，服务儿童1086人，1685人次，服务成人（家长、老师）386人，415人次
。（五）深化党史学习教育送教进基层。湛江市妇联、湛江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联合特制定了“手拉
手 结对子 走亲戚”湛江市家庭教育骨干培训进基层工作方案，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支点
创建“手拉手 结对子 走亲戚”家庭教育品牌联动体系，打造“1+1+10”家庭教育骨干队伍，1
个市级家庭教育研究会、1支市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10个县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2021年，
组织15名家庭教育专家，分5组，赴各10个县（市、区）培训家庭教育骨干549名，在8个县（市、
区）作了主题位《依托“红色家书”将党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和《“母亲的叮咛”
预防儿童溺水》专题授课。在学习强国上发布家风家训小音频故事93则。《市妇联：六个“创新”
用活红色资源引领广大家庭学党史》一文荣登湛江日报10月25日A03版头条。
         七、积极推动普法宣传，提升妇女儿童群众的法治意识。（一）开展户外宣传活动35场，涉
及内容包括：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儿童自我保护、禁毒宣传等，服务291312人次，派发宣
传资9636份、宣传品12747份。（二）举办宣传教育讲座30场，涉及内容包括：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儿童自我保护、基层妇女干部及志愿者培训、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禁毒宣传等，服务人
次1539。（三）开展2021年湛江市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业务培训班1场,共有70余人参加培
训，派市、县维权干部参加省涉及妇儿权益與情工作培训班。（四）开展户外宣传活动2场，近
5000人参与，发放宣传资料3000份，发放宣传品7500份。（五）研发《反家暴法》线上游戏、《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普法答题游戏H5宣传，宣传浏览量17.3万次，近1.4万人参与活动。在微信朋友
圈和微博平台开展“湛江反家暴倡议行动”话题大赛，累计阅读量达2968.7万次，5938人次参与讨
论。（六）深入基层召开调研、座谈会等维权工作会议共10场，到禁毒挂点村对口督导帮扶、开展
宣传、讲座、入户走访、购买普法书籍赠送禁毒挂点村等，营造平安湛江氛围。
         八、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依法维权能力，促进社会稳定。（一）接访接待处理妇女
信访案件386宗。（二）提供个案服务31宗，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家暴等心理辅导，提供服务146次
。（三）完成书面典型案例1个：左某某受前夫人身安全威胁案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娘家人在行动。
（四）开展小组活动7组28节，涉及内容包括：女性社区矫正、职业女性减压、婚姻家庭关系、亲
子关系等，服务人次为304。（五）举办民生座谈会8场。参会人员190人，收集问题数量20个。
（六）发布网页信息227条,浏览总人数18682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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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                               
         一、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一）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举办“五比五晒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社区家长学校作为新时代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传承弘扬好家风好家教，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相结合，创建社区家长学校品牌体系，实现一区一品牌。举办社区家长学校“五比五晒”活
动，完善社区家长学校体制机制建设。活动成效显著，湛江市妇联连续2次创文测评获得第1名。 
（二）开展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建成社区家长学校1886个。
印发《加强湛江市村（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亮点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推动1972个村（社区）建立家长学校100%挂牌办学，其中，社区家长学校334所，村家长学校
1638所，积极探索分阶段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继续指导村（社区）家长学校建立健全“1+2+5”工
作机制，“1”是坚持党建引领，“2”是优化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5”是制定《湛江市村（社
区）家长学校五大制度建设指引（以麻章区民乐社区家长学校为例）》，即家长学校设施管理制度
、开展活动制度、联系家长制度、宣传工作制度以及网上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制度；继续推动村（社
区）家长学校“一把手”工程，加强领导，坚持以上率下，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挂图作战，高位
推进。市妇联牵头推动各级妇联印发正式通知组织召开本级家长学校年度工作会议，层层压实责
任，分解任务，确保责任细化到人。成效显著，在省级考核中，该项指标获得满分。
         二、评估并推进两个规划监测，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一）开展“三八”妇女节专题宣传
1次，依托湛江日报广泛开展我市实施本轮两个规划成果宣传，专题刊载了《十年砥砺绽芳华 风正
扬帆再起航》报道，并联合湛江市电视台着手我市两个规划实施成果专题片的拍摄工作。（二）举
办湛江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会议暨培训班1次，约50人参会，部署我市2020年度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任务；对统计监测系统数据填报、评估报告撰写方法进行培训；对统计
监测系统数据库操作使用培训。（三）开展湛江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10次。成立了由市政
府领导领衔、各成员单位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为成员的新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工作组
。联合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通过网络问卷调
查和实地调研的形式，充分了解和掌握妇女儿童在公共服务、参政议政、家庭、安全保护等方面的
需求，并撰写出我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报告。（四）开展湛江市27所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示范
学校实地调研工作10次。联合市教育局召开全市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和
经验交流等方式，阶段性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提质扩面。
（五）在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举办湛江市新周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培训班1次，组织
相关成员单位联络员、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干部和规划编制专家参加了培训，并举办两
场座谈会，广泛听取规划编制意见建议。（六）召开湛江市分性别统计工作会议1次，邀请省统计
局相关专家进行培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和统计局领导和监测统计员
参加了培训，进一步完善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功能。
         三、加强组织建设，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一）创建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
示范点20个，举办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项目管理培训班1场；（二）举办市妇联
十届十次执委会1次；（三）组织市妇联十届执委、市妇联机关干部，部分市直单位妇委会主任或
妇女工作负责人到海南举办湛江市妇联执委暨妇联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1场；（四）举办女性社会
组织妇女工作专题研讨班1次；（五）开展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完成全市村（社区）妇联换届工
作，推进“破难行动”，深化妇联改革；（六）选派妇女干部参加省妇联、市委组织部、市人大等
外出培训，共6个批次；（七）开展“学党史 颂党恩 办实事 做党的好女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建
活动、订购党建报刊、书籍；（八）开展巾帼心向党——点赞湛江“最美妇联执委”活动，评选出
20名湛江市“最美妇联执委”。
         四、树立先进典型，教育、引导妇女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一）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组织创作诗歌，录制
特别节目，开展亮灯宣传，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我市妇女工作成果、宣传妇女先进典型，发挥榜
样的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二）开展“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巾
帼大宣讲活动600多场次，覆盖妇女5万多人。（三）通报表彰省级以上先进个人10人、先进集体19
个，创建市巾帼文明岗5个。（四）开展评选湛江市三八红旗手和湛江市三八红旗集体。（五）培
育1个省巾帼示范基地，9个湛江市巾帼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农户3713户。（六）湛江妇女网、“湛
江女声”公众号运营管理，湛江女声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512篇，开设党史专栏，推送党史学习教
育信息近100条，阅读量2万多人次。开展网上展示接力活动。（七）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深化创文工作，推进我会精神文明工作上台阶。
         五、帮助、引导妇女投身创业、就业中去，引领妇女脱贫致富。深入实施妇女创业小额贷款
贴息项目，2021年，我市共为957名妇女发放创业贷款5821万元，共贴息224.0671万元，其中省贴
息164.0475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息），市财政贴息60.0196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
息），带动创业就业人数6335人，超额完成任务，项目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六、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帮扶妇女儿童。（一）开展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党 亲子诵读
传家风”系列活动。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百年党史知识暨好家风好家训巡展。选拔培养了一批
“红领巾”讲解员， 175名少先队员通过培训、考核被聘为湛江市“红领巾”讲解员，聘期三年，
颁发聘书，负责讲解党史知识、红色家风故事、诵读红色家书等；举办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
党  亲子诵读传家风”比赛，评出特等奖5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31个、三等奖54个，授予祝艳等
59人“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授予赤坎区教育局等10个单位和部门“优秀组织奖”。 截至目前，
全市开展活动504场次，覆盖人次近17.2万，全市建有各类宣讲队伍44个，宣讲员达406人，新闻浏
览量逾11万人次。（二）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市妇
联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喜讯频传，湛江市雷州清端园被命名第二批广东省家教家风实践基地；
湛江市乐华街道海滨东社区入选广东省妇联“家越美 粤幸福”美丽家园建设项目。湛江市妇联积
极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工作，采取系列举措。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精准施策持续深入寻找最美家庭。
在全市开展“家庭学党史”“家庭颂党恩”“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湛江
广大家庭深入了解百年党史。2021年湛江市共有11户家庭荣获省级“最美家庭”荣誉，占全省总量
10%，我市林伟明家庭荣获2021年广东十大“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湛江市荣获广东百户“最美家
庭”荣誉称号的家庭数量位列全省第一。评选湛江市最美家庭300户，推选湛江市优秀书香家庭36
户，十大书香家庭10户。二是创新思路推出一批家风家教研学体验点广受欢迎。以“传承弘扬好家
教好家风行动”为抓手，推出“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研学体验点，包括广东省“家越美•粤幸
福”工作点、家庭文明建设示范点海安镇乌港村、湛江市家教家风实践基地、革命老区、乡风文明
示范村雷州市沈塘镇后山村、雷州市龙门镇儿童友好示范社区足荣村茂德公大观园、昌公书局等，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市教育局、市老干局、市粮食局、湛江实验中学等20多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到研学点开展家风研学活动，近1000人次参与。《市妇联“六大举措”推进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 助力湛江优化营商环境》荣登《法治湛江》2021年第2期。（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一是依托社区家长学校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服务活动。6月至7月，86所社区家
长学校开展线上疫情防控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停止线下聚集性家长和儿童活动，保障广大家庭安
全；通过线上社区家长学校组织家长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动员60岁以上长者积极接种，逾4.3万户
家庭成功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二是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开展“童 奔康”公益行动帮扶贫困儿
童，春节期间全覆盖入户走访慰问贫困儿童1072名，发放慰问金、慰问品合计16.65万元，六一儿
童节期间，为“童 奔康”项目1064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津贴100.86万元；三是开展访贫助学项目
（含e万行动），为1556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款123.2万余元；三是帮扶困境母亲。为51名患病贫困
母亲发放“贫困母亲关爱工程”资助金43.2万元。四是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等单位开展“学
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湛江市‘微心愿•暖港城’网络公益活动”，帮助困境儿童实现微小心
愿，截至7月8日，1940个微心愿已全部被认领，其中，1442微心愿已实现。五是开展关爱活动。上
半年累计开展“把爱带回家”四送活动1385场次，其中，开展“送家风故事”266场次，“送家教
服务”213场次，“送法治安全”304场次，“送社会关爱”652场次，受益儿童达11252人次；开展
“情暖留守儿童  筑梦蓝色湛江”活动150多场次， 7500人次留守儿童受益。（四）开展 “爱+屋”
儿童保护项目。2021年1月至11月，爱+屋儿童中心日常开放486小时，服务儿童1116人，人次
15428；活动开展67场次，服务儿童1086人，1685人次，服务成人（家长、老师）386人，415人次
。（五）深化党史学习教育送教进基层。湛江市妇联、湛江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联合特制定了“手拉
手 结对子 走亲戚”湛江市家庭教育骨干培训进基层工作方案，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支点
创建“手拉手 结对子 走亲戚”家庭教育品牌联动体系，打造“1+1+10”家庭教育骨干队伍，1
个市级家庭教育研究会、1支市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10个县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2021年，
组织15名家庭教育专家，分5组，赴各10个县（市、区）培训家庭教育骨干549名，在8个县（市、
区）作了主题位《依托“红色家书”将党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和《“母亲的叮咛”
预防儿童溺水》专题授课。在学习强国上发布家风家训小音频故事93则。《市妇联：六个“创新”
用活红色资源引领广大家庭学党史》一文荣登湛江日报10月25日A03版头条。
         七、积极推动普法宣传，提升妇女儿童群众的法治意识。（一）开展户外宣传活动35场，涉
及内容包括：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儿童自我保护、禁毒宣传等，服务291312人次，派发宣
传资9636份、宣传品12747份。（二）举办宣传教育讲座30场，涉及内容包括：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儿童自我保护、基层妇女干部及志愿者培训、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禁毒宣传等，服务人
次1539。（三）开展2021年湛江市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业务培训班1场,共有70余人参加培
训，派市、县维权干部参加省涉及妇儿权益與情工作培训班。（四）开展户外宣传活动2场，近
5000人参与，发放宣传资料3000份，发放宣传品7500份。（五）研发《反家暴法》线上游戏、《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普法答题游戏H5宣传，宣传浏览量17.3万次，近1.4万人参与活动。在微信朋友
圈和微博平台开展“湛江反家暴倡议行动”话题大赛，累计阅读量达2968.7万次，5938人次参与讨
论。（六）深入基层召开调研、座谈会等维权工作会议共10场，到禁毒挂点村对口督导帮扶、开展
宣传、讲座、入户走访、购买普法书籍赠送禁毒挂点村等，营造平安湛江氛围。
         八、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依法维权能力，促进社会稳定。（一）接访接待处理妇女
信访案件386宗。（二）提供个案服务31宗，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家暴等心理辅导，提供服务146次
。（三）完成书面典型案例1个：左某某受前夫人身安全威胁案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娘家人在行动。
（四）开展小组活动7组28节，涉及内容包括：女性社区矫正、职业女性减压、婚姻家庭关系、亲
子关系等，服务人次为304。（五）举办民生座谈会8场。参会人员190人，收集问题数量20个。
（六）发布网页信息227条,浏览总人数18682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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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                               
         一、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一）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举办“五比五晒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社区家长学校作为新时代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传承弘扬好家风好家教，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相结合，创建社区家长学校品牌体系，实现一区一品牌。举办社区家长学校“五比五晒”活
动，完善社区家长学校体制机制建设。活动成效显著，湛江市妇联连续2次创文测评获得第1名。 
（二）开展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建成社区家长学校1886个。
印发《加强湛江市村（社区）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亮点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推动1972个村（社区）建立家长学校100%挂牌办学，其中，社区家长学校334所，村家长学校
1638所，积极探索分阶段建立网上家长学校；继续指导村（社区）家长学校建立健全“1+2+5”工
作机制，“1”是坚持党建引领，“2”是优化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5”是制定《湛江市村（社
区）家长学校五大制度建设指引（以麻章区民乐社区家长学校为例）》，即家长学校设施管理制度
、开展活动制度、联系家长制度、宣传工作制度以及网上社区家长学校管理制度；继续推动村（社
区）家长学校“一把手”工程，加强领导，坚持以上率下，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挂图作战，高位
推进。市妇联牵头推动各级妇联印发正式通知组织召开本级家长学校年度工作会议，层层压实责
任，分解任务，确保责任细化到人。成效显著，在省级考核中，该项指标获得满分。
         二、评估并推进两个规划监测，宣传男女平等思想。 （一）开展“三八”妇女节专题宣传
1次，依托湛江日报广泛开展我市实施本轮两个规划成果宣传，专题刊载了《十年砥砺绽芳华 风正
扬帆再起航》报道，并联合湛江市电视台着手我市两个规划实施成果专题片的拍摄工作。（二）举
办湛江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会议暨培训班1次，约50人参会，部署我市2020年度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工作任务；对统计监测系统数据填报、评估报告撰写方法进行培训；对统计
监测系统数据库操作使用培训。（三）开展湛江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10次。成立了由市政
府领导领衔、各成员单位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为成员的新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工作组
。联合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工作，通过网络问卷调
查和实地调研的形式，充分了解和掌握妇女儿童在公共服务、参政议政、家庭、安全保护等方面的
需求，并撰写出我市妇女儿童需求评估调研报告。（四）开展湛江市27所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示范
学校实地调研工作10次。联合市教育局召开全市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和
经验交流等方式，阶段性总结工作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教育进校园工作提质扩面。
（五）在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举办湛江市新周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培训班1次，组织
相关成员单位联络员、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公室干部和规划编制专家参加了培训，并举办两
场座谈会，广泛听取规划编制意见建议。（六）召开湛江市分性别统计工作会议1次，邀请省统计
局相关专家进行培训。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妇儿工委办和统计局领导和监测统计员
参加了培训，进一步完善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功能。
         三、加强组织建设，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一）创建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
示范点20个，举办湛江市第九期“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项目管理培训班1场；（二）举办市妇联
十届十次执委会1次；（三）组织市妇联十届执委、市妇联机关干部，部分市直单位妇委会主任或
妇女工作负责人到海南举办湛江市妇联执委暨妇联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1场；（四）举办女性社会
组织妇女工作专题研讨班1次；（五）开展基层组织建设调研，完成全市村（社区）妇联换届工
作，推进“破难行动”，深化妇联改革；（六）选派妇女干部参加省妇联、市委组织部、市人大等
外出培训，共6个批次；（七）开展“学党史 颂党恩 办实事 做党的好女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建
活动、订购党建报刊、书籍；（八）开展巾帼心向党——点赞湛江“最美妇联执委”活动，评选出
20名湛江市“最美妇联执委”。
         四、树立先进典型，教育、引导妇女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一）举办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组织创作诗歌，录制
特别节目，开展亮灯宣传，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宣传我市妇女工作成果、宣传妇女先进典型，发挥榜
样的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二）开展“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巾
帼大宣讲活动600多场次，覆盖妇女5万多人。（三）通报表彰省级以上先进个人10人、先进集体19
个，创建市巾帼文明岗5个。（四）开展评选湛江市三八红旗手和湛江市三八红旗集体。（五）培
育1个省巾帼示范基地，9个湛江市巾帼示范基地，示范带动农户3713户。（六）湛江妇女网、“湛
江女声”公众号运营管理，湛江女声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512篇，开设党史专栏，推送党史学习教
育信息近100条，阅读量2万多人次。开展网上展示接力活动。（七）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深化创文工作，推进我会精神文明工作上台阶。
         五、帮助、引导妇女投身创业、就业中去，引领妇女脱贫致富。深入实施妇女创业小额贷款
贴息项目，2021年，我市共为957名妇女发放创业贷款5821万元，共贴息224.0671万元，其中省贴
息164.0475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息），市财政贴息60.0196万元（含历年提前还款折回贴
息），带动创业就业人数6335人，超额完成任务，项目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六、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帮扶妇女儿童。（一）开展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党 亲子诵读
传家风”系列活动。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百年党史知识暨好家风好家训巡展。选拔培养了一批
“红领巾”讲解员， 175名少先队员通过培训、考核被聘为湛江市“红领巾”讲解员，聘期三年，
颁发聘书，负责讲解党史知识、红色家风故事、诵读红色家书等；举办湛江市首届“少年儿童心向
党  亲子诵读传家风”比赛，评出特等奖5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31个、三等奖54个，授予祝艳等
59人“优秀指导老师”称号、授予赤坎区教育局等10个单位和部门“优秀组织奖”。 截至目前，
全市开展活动504场次，覆盖人次近17.2万，全市建有各类宣讲队伍44个，宣讲员达406人，新闻浏
览量逾11万人次。（二）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市妇
联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工作，喜讯频传，湛江市雷州清端园被命名第二批广东省家教家风实践基地；
湛江市乐华街道海滨东社区入选广东省妇联“家越美 粤幸福”美丽家园建设项目。湛江市妇联积
极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工作，采取系列举措。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精准施策持续深入寻找最美家庭。
在全市开展“家庭学党史”“家庭颂党恩”“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等系列主题活动，引导湛江
广大家庭深入了解百年党史。2021年湛江市共有11户家庭荣获省级“最美家庭”荣誉，占全省总量
10%，我市林伟明家庭荣获2021年广东十大“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湛江市荣获广东百户“最美家
庭”荣誉称号的家庭数量位列全省第一。评选湛江市最美家庭300户，推选湛江市优秀书香家庭36
户，十大书香家庭10户。二是创新思路推出一批家风家教研学体验点广受欢迎。以“传承弘扬好家
教好家风行动”为抓手，推出“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研学体验点，包括广东省“家越美•粤幸
福”工作点、家庭文明建设示范点海安镇乌港村、湛江市家教家风实践基地、革命老区、乡风文明
示范村雷州市沈塘镇后山村、雷州市龙门镇儿童友好示范社区足荣村茂德公大观园、昌公书局等， 
202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市教育局、市老干局、市粮食局、湛江实验中学等20多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到研学点开展家风研学活动，近1000人次参与。《市妇联“六大举措”推进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 助力湛江优化营商环境》荣登《法治湛江》2021年第2期。（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一是依托社区家长学校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服务活动。6月至7月，86所社区家
长学校开展线上疫情防控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停止线下聚集性家长和儿童活动，保障广大家庭安
全；通过线上社区家长学校组织家长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动员60岁以上长者积极接种，逾4.3万户
家庭成功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二是关爱帮扶困境妇女儿童。开展“童 奔康”公益行动帮扶贫困儿
童，春节期间全覆盖入户走访慰问贫困儿童1072名，发放慰问金、慰问品合计16.65万元，六一儿
童节期间，为“童 奔康”项目1064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津贴100.86万元；三是开展访贫助学项目
（含e万行动），为1556名困境儿童发放助学款123.2万余元；三是帮扶困境母亲。为51名患病贫困
母亲发放“贫困母亲关爱工程”资助金43.2万元。四是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等单位开展“学
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湛江市‘微心愿•暖港城’网络公益活动”，帮助困境儿童实现微小心
愿，截至7月8日，1940个微心愿已全部被认领，其中，1442微心愿已实现。五是开展关爱活动。上
半年累计开展“把爱带回家”四送活动1385场次，其中，开展“送家风故事”266场次，“送家教
服务”213场次，“送法治安全”304场次，“送社会关爱”652场次，受益儿童达11252人次；开展
“情暖留守儿童  筑梦蓝色湛江”活动150多场次， 7500人次留守儿童受益。（四）开展 “爱+屋”
儿童保护项目。2021年1月至11月，爱+屋儿童中心日常开放486小时，服务儿童1116人，人次
15428；活动开展67场次，服务儿童1086人，1685人次，服务成人（家长、老师）386人，415人次
。（五）深化党史学习教育送教进基层。湛江市妇联、湛江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联合特制定了“手拉
手 结对子 走亲戚”湛江市家庭教育骨干培训进基层工作方案，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支点
创建“手拉手 结对子 走亲戚”家庭教育品牌联动体系，打造“1+1+10”家庭教育骨干队伍，1
个市级家庭教育研究会、1支市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10个县级家庭教育讲师团队伍。2021年，
组织15名家庭教育专家，分5组，赴各10个县（市、区）培训家庭教育骨干549名，在8个县（市、
区）作了主题位《依托“红色家书”将党史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和《“母亲的叮咛”
预防儿童溺水》专题授课。在学习强国上发布家风家训小音频故事93则。《市妇联：六个“创新”
用活红色资源引领广大家庭学党史》一文荣登湛江日报10月25日A03版头条。
         七、积极推动普法宣传，提升妇女儿童群众的法治意识。（一）开展户外宣传活动35场，涉
及内容包括：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儿童自我保护、禁毒宣传等，服务291312人次，派发宣
传资9636份、宣传品12747份。（二）举办宣传教育讲座30场，涉及内容包括：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儿童自我保护、基层妇女干部及志愿者培训、平安家庭的创建、法制宣传、禁毒宣传等，服务人
次1539。（三）开展2021年湛江市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业务培训班1场,共有70余人参加培
训，派市、县维权干部参加省涉及妇儿权益與情工作培训班。（四）开展户外宣传活动2场，近
5000人参与，发放宣传资料3000份，发放宣传品7500份。（五）研发《反家暴法》线上游戏、《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普法答题游戏H5宣传，宣传浏览量17.3万次，近1.4万人参与活动。在微信朋友
圈和微博平台开展“湛江反家暴倡议行动”话题大赛，累计阅读量达2968.7万次，5938人次参与讨
论。（六）深入基层召开调研、座谈会等维权工作会议共10场，到禁毒挂点村对口督导帮扶、开展
宣传、讲座、入户走访、购买普法书籍赠送禁毒挂点村等，营造平安湛江氛围。
         八、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依法维权能力，促进社会稳定。（一）接访接待处理妇女
信访案件386宗。（二）提供个案服务31宗，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家暴等心理辅导，提供服务146次
。（三）完成书面典型案例1个：左某某受前夫人身安全威胁案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娘家人在行动。
（四）开展小组活动7组28节，涉及内容包括：女性社区矫正、职业女性减压、婚姻家庭关系、亲
子关系等，服务人次为304。（五）举办民生座谈会8场。参会人员190人，收集问题数量20个。
（六）发布网页信息227条,浏览总人数186828人次。

已全部完成。

项目绩效目标：10个                                                                           应申报项目数10个      金额 237.76
万元；                                                                  实际申报项目数 10个    金额 237.76万元；                                                 
目标批复数 0个     金额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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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措施建立情
况

我会编印了一本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包含《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信访工作制
度》等等

信息 
公开

自评信息 是否公开 √是    否 公开时间 2022年5月9日 公开网址
http://www.zjfl.gov.cn/Article/Vie

wDetails/16095

预决算信息 是否公开 √是    否

预算公开时间 2021年3月3日 公开网址
https://www.zhanjiang.gov.cn/
zdlyxxgk/czyjshsg/bmyjs/cont

ent/post_1453003.html
决算公开时间 2021年9月15日 公开网址

https://www.zhanjiang.gov.cn/
zdlyxxgk/czyjshsg/bmyjs/cont

ent/post_1503108.html
绩效目标 是否公开 是    否 公开时间 无 公开网址 我会没有绩效目标批复

资产 
管理

资产管理规
范性

制定资产管理内
部制度

√是    否 资产账与财务账一致 √是    否
配置合理      使

用合规
√是    否

出租、出借
及处置收入

上缴
√是    否

固定资产利
用率

固定资产总额（原值） 215.36万元 在用固定资产总额（原值） 215.36 万元
固定资产利

用率
100%

检查及
完工验
收情况

已完工个数 10个 已验收个数 10个

通过我会自查，2020年我会出色的完成了设定的绩效目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附件材料在绩效自评报告的第三大点，第一小点）

项目
组织
实施
情况  

项目数量 10  个 其中：新建  1 个     续建  9个 计划当年完工 10个 计划当年完成验收 10个

项目
前期
情况    

需立项数   10个     已立目数 10个       　有可行性研究报告             个  有概算批复文件  10个

有关立项、申报、批复等文件名称：（如项
目数量较多，可在自评报告内反映）

关于批复2021年度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湛财预[2021]8号

项目
组织
实施
情况  

调整   
情况        

   调整内容（超期超概算情况） 0  个 情况说明 无

   报批手续 0              个 文件名称：（如项目数量较多，可在自评报告内反映）无
文    号：

管理   
情况       

  财务（项目）管理办法名称及文号：财务（项目）管理办法名称及文号：湛江市妇联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广东省第四期“妇女
之家”示范点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实施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2020-2022年项目的通知、关于转发《广东省促进就
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www.zjfl.gov.cn/Article/ViewDetails/16095
https://www.zhanjiang.gov.cn/zdlyxxgk/czyjshsg/bmyjs/content/post_1503108.html
https://www.zhanjiang.gov.cn/zdlyxxgk/czyjshsg/bmyjs/content/post_1453003.html


项目
组织
实施
情况  

管理   
情况       

  其他管理办法名称：

  工作措施：1、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为妇女儿童服务工作中；2、坚持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做好预算支出及执行情
况；3、严格财经纪律，严格财务制度，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4、严格审批程序，坚持对财务每笔开支合法性。

检查及
完工验
收情况

已完工个数 10个 已验收个数 10个

（附件材料在绩效自评报告的第三大点，第一小点）

部门
整体
绩效
产出
情况     

经济性

三公经费控
制率

预算安排数 3.91  万元 实际支出数 2.49万元 控制率 63.68%

公用经费控
制率

预算安排数 36.79万元 实际支出数 95.04万元 控制率 258.33%

效率
性

工作（含项目）完成情况 未完成目标原因

重点工作
市委
督查
得分

93.78
政府督查

得分
无

完成
率

93.78% 贯彻执行还不够深入

整体绩效
目标

计划
数

10 个
实际实现

数
10个

完成
率

100% 无

重要项目
绩效目标

计划
数

0 个
实际实现

数
0个

完成
率

100% 无

项目完成
及时性

部门预算项
目数

10 个 按期完成 10个 比率  100 % 无

社会
经济
环境
效益

我会认真履职，围绕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坚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积极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推进妇女儿童事业稳步发展，为湛江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作
出积极贡献。一年来，市妇联被评为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市妇联党总支被评为市优秀党组织。我会
年初制定工作安排，绩效指标能较好体现部门履职的效果，主要项目的支出实现了预期的效果。

公平性

是否有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群众意见办理回复机制  √  是             否

群众上访
、信访数

量

399
人
次，
386
宗

人次
（次）

答复数量 386 个

其
中
按
规
定
期
限
答

386 个 满意度 98 %

（附2021年市
直机关“四个
全面”绩效考

核评分）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                 湛江市妇女联合会    （公章）　                                                     
（公章）　

填报日期 2022年 4 月 26  日



附件8-2

 整体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财政资金情况）
（2021年 ）                            

 单位：万元

项目

财政下达预算情况 预算支出情况

结转结余
资金

备注
小计 上年结转

市级年度预算安排 上级补助

债券资金
其他财政

资金
小计

上年结转预算支出 市级年度预算支出 上级补助资金支出 债券资金 其他财政资金

部门年初
预算数

调整/调
剂金额

市级其他
专项资金

安排

部门调整
预算数

上级下达
资金文号

收到上级资金
文件时间

金额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下达转移
支付资金

文号

下达转移
支付时间

本级支出
对下转移
支付金额

总计 1054.93 10 927.42 81.21 1008.63 36.3 1054.93 10 1008.63 36.3

一、财政拨款资金 1044.93 927.42 81.21 1008.63 36.3 1054.93 10 1008.63 36.3

（一）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1008.63 927.42 81.21 1008.63 1008.63 1008.63

1.基本支出 695.75 689.66 6.09 695.75 695.75 695.75

2.项目支出 312.88 237.76 75.12 312.88 312.88 312.88

组织与队伍建设（含“妇妇之家”示范点市级建设经费） 33 33 33 33 33

部门建设及设备设施购置维护费 20 20 20 20 20

妇女维权与平安家庭创建经费 4.5 4.5 4.5 4.5 4.5

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项目湛江市配套经费 40 40 40 40 40

儿童及家庭工作经费 17.4 17.4 17.4 17.4 17.4

妇儿工委办工作经费及实施妇儿发展规划工作经费 20.5 20.5 20.5 20.5 20.5

综合经费 13.6 13.6 13.6 13.6 13.6

宣传与妇女发展经费 13.76 13.76 13.76 13.76 13.76

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项目 60 60 60 60 60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15 15 15 15 15

信创项目款 75.12 75.12 75.12 75.12 75.12

（二）中央、省财政安排 36.3 0 36.3 46.3 10 36.3

省“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项目经费 4.3 0
湛财行
[2020]160
号

2020年12月17日 4.3 4.3 4.3

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项目省经费 32 0
湛财行
[2020]145
号

2020年12月4日 32 32 32

妇儿工委专项工作经费（省经费） 10 10 0 10 10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      湛江市妇女联合会 （公章）　

填报日期  2022 年 4月22日
说明：
1.本表“部门年初预算数”+“调整/调剂金额”+“市级其他专项资金安排”=“部门调整预算数”，“部门年初预算数”为年初财政批复部门预算数，“调整/调剂金额”和“市级其他专项资金安排”不为0的，请附相关文件依据。
2.收到或下达资金文件时间与文件印发差异较大的，请备注说明原因。
3.“其他财政资金”不为0的，请简要予以说明。
4.本表数据作为指标评分表相关指标的评分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