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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公安局关于 2020 年度

部门决算信息公开说明

一、部门职责

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

处理交通事故；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管理集

会、游行、示威活动；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

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对被判处管制、拘

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和监外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

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

全保护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

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

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机构设置

黄石市公安局是正县级部门，内设 4 个部门、16 个支队、

1 个警察学校、6 个分局。全局编制总数为 1595 人（含工勤

编制 46 人），现有在职人员 1551 人、退养 10 人、退休 708

人、遗属 26 人、临时工 391 人、辅警 1256 人。

三、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决算的总体情况（一）收支决算的总体情况（一）收支决算的总体情况（一）收支决算的总体情况

2020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70643.41 万元，其中：一般公一般公一般公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6915.2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拨款收入拨款收入拨款收入 200 万元、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1527.48 万元、上年结上年结上年结上年结转转转转

2000.65 万元。

2020 年部门决算总支出 70640.54 万元，其中：一般公一般公一般公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共服务支出共服务支出共服务支出 11115050505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66593.8866593.8866593.8866593.88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行政运行

66520.73 万元、信息化建设 0.88 万元、执法办案 31.2 万元、

其他公安支出 41.0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1.6191.6191.6191.66666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23.69 万元、死亡抚恤 167.97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555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卫生健康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35003500350035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002002002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二）决算收入增减变化情况（二）决算收入增减变化情况（二）决算收入增减变化情况（二）决算收入增减变化情况

2020 年年初部门预算收入安排 61042.37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48717.17 万元（人员经费 42879.23 万元、公用经费

5837.94 万元）、项目支出 12325.2 万元。

年度执行中调整后部门预算收入安排 68642.77 万元，

较上年 66400.95 万元增加 2241.82 万元，增加了 3.37%。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6915.28 万元，比上年

65810.37 万元增加了 1104.91 万元，增长了 1.67%、政府性政府性政府性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00 万元，比上年 0 万元增长了 200

万元，增长了 100%、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1527.48 万元，比上年 590.58

万元增长了 936.9 万元，增长了 158.64%。主要原因：一是



年度执行中财政调整预算安排的拨款；二是 2020 年突发新

冠肺炎疫情，黄石市委组织部下拨我局党员捐款慰问金、黄

石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单位对我局捐赠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经费。

（三）决算支出增减变化情况（三）决算支出增减变化情况（三）决算支出增减变化情况（三）决算支出增减变化情况

2020年部门决算总支出执行70640.54万元，比上年

66195.19万元增加4445.35万元，增加了6.71%。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54929.7754929.7754929.7754929.77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人员支出43163.46万元、公用

支出11766.3万元）较上年52499.76万元增加了2430.01万

元，增加的原因是是工资、奖金、公积金、医保、养老保险

等正常增长。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15710.7715710.7715710.7715710.77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公安基建装修项目4703万元；

平安城市建设1-3期项目930万元；“雪亮工程”项目800万

元；办案装备信息化建设费用4401.78万元；纪委监察委辅

警看护人员工作经费399.99万元；新冠疫情3500万元；常年常年常年常年

性项目性项目性项目性项目976976976976万元：万元：万元：万元：禁毒专项50万元、监管行政拘留所经费24

万元、在押人员改善生活费332万元、特警训练费50万元、

处突防暴200万元、事故救助中心专项资金25万元、标志标

线230万元、人身保险金15万元、维稳费50万元）较上年

13695.44万元增加了2015.33万元，增加的原因是在押人员

改善生活费增加、新增新冠疫情资金等。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67115.28万元较上年65810.37万

元增加了1304.91万元。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69113.03万元较上年65604.64万

元增加了3508.3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53405.2653405.2653405.2653405.26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人

员经费43109.86万元、日常公用经费10295.40万元），比上

年52040.64万元增加了1364.62万元、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项目支出15707.7715707.7715707.7715707.77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公安基建及装修4700万元、行政拘留水电补助24万元、

改善在押人员生活费332万元、办案装备信息化4401.77万

元、人身保险金15万元、事故救助中心专项25万元、标志标

线230万元、维稳费50万元、禁毒专项50万元、处突防暴200

万元、特警训练费50万元、平安城市建设930万元、雪亮工

程建设800万元、新冠疫情紧急防控援助项目3500万元、纪

委陪护人员工作经费399.99万元)，比上年13564万元增加了

2143.77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决算情况（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决算情况（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决算情况（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68913.03 万元，比

上年 65604.64 万元增加了 3308.39 万元。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150 万元，公共安全 65066.37 万元（行政运行

64993.22 万元、信息化建设 0.88 万元、执法办案 31.2 万元、

其他公安支出 41.0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1.66 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23.69

万元、死亡抚恤 167.9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500 万元。。。。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3205.26万元，

比上年 52040.64 万元增加了 1164.62 万元。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人员经

费 43109.86 万元（工资福利支出 39951.29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 3158.57 万元），公用经费 10095.4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9124.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970.43 万元）。

（（（（六六六六））））““““三公三公三公三公””””经费支出说明经费支出说明经费支出说明经费支出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0 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

1235.7 万元，决算支出 1114.98 万元万元，比上年 860.72

万元增加 254.26 万元。

因公出国因公出国因公出国因公出国（（（（境境境境））））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0000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上年也为 0 万元。公务用公务用公务用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107.891107.891107.891107.89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483.57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24.32 万元），比上年

增加 263.5 万元,增加的原因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警车使用频繁，现有车辆严重老化，故新购置了 25

辆车，车燃费、车修费也较上年增长。公务接待费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 7.08

万元，比上年 16.32 万元减少了 9.27 万元，减少的原因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无接待，所产生的接待

费均为下半年公务接待。

2020 年度因公出国（境）0 人次；2020 年车辆年末数为

325 辆，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 25 辆；2020 年公务接待共计

119 批次，人数约为 515 人。

（（（（七七七七）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关于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0095.4 万元与部



门决算中行政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

经费之和保持一致，比年初预算数 5837.94 万元增加了

4257.46 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劳务费增加；二是因城市

创文涉案车辆拖车费增加；三是机动车号牌制作费用增加；

四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增加。

（（（（八八八八）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关于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20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956.98 万元较上年

9815.97 万元增加了 1141.0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

出 5970.1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4887.31 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支出 99.47 万元。

（（（（九九九九）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共有车辆 325

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 325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

用设备 189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45 台（套）。

四、关于 2020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一）（一）（一）（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局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13 个，资

金 15710.77 万元，占一半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从评价情况来看，项目全年按计划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

财务管理规定；装备采购按程序审批，符合政府采购规范。

组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从评价情况来看，

2020 年总体绩效目标完成较好，保障推进了公安重点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了基层经费不足的

实际困难，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保障作用。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涉密项目除外）。

（1）标志标线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30

万元，执行数为 23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

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财务

管理规定；做到了专项资金使用有计划、审批有手续、支出

合理规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加强交通安全维护的宣传，在重点路段设置

了明显、醒目的标志灯、标志牌，使人人知道损害交通安全

设施的危害性；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消除事故隐患，保证车

辆交通正常通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对交通整体规划不够，设置

交通标志标线规范性和数量不够，对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还

有提升空间。下一步将加强重点路段、易发交通事故路段施

划标志标线和交通标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率。

（2）处突防爆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年初预算数为 200

万元，执行数为 2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

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财务

管理规定；做到了专项资金使用有计划、审批有手续、支出

合理规范。三是三是三是三是 2020 年特警支队加大日常训练力度，强化

突击攻坚的演练，加大街面巡逻力度，提高了对应急处突的

反应能力、落实了社会面见警率、治安动态管控水平，提高



了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一

个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

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考虑到辅警的工作年限，物

价上涨的水平及社保金额的调整，应适度提高辅警工资待

遇，稳定辅警队伍，提高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辅

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管理的作用。同时，应加大对辅警

的培训力度和经费投入，完善辅警日常训练辅助器材、巡逻

装备的配备，开设应急处突、防护救护、学习法律法规等相

关课程，提高特警辅警的素质能力，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

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的服务。

（3）监管行政拘留所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 24 万元，执行数为 2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

要产出和效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完成，所有支出符

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了专项资金使用有计划、审批有

手续、支出合理规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经费主要用于监所水电费和行政

拘留场所零星维修，保障了行政拘留场所的正常运转。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随着在押人数的增加，行政

拘留场所水电费用及维修支出不断增多，建议根据实际情

况，在经费方面给予适当增长。

（4）在押人员改善生活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 332 万元，执行数为 33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完成，所有支出

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了专项资金使用有计划、审批



有手续、支出合理规范。二是 2020 年我局监管支队羁押人

员日均 1200 名，监管场所日常运行良好，在押人员伙食费、

医疗费等基本得到保障。通过对在押人员的系统教育，使在

押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今后回归社会发挥正

能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存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2020 年

改善在押人员生活费年初预算 180 万元，年中调整预算 332

万元，按照每人每月 280 元的标准，2020 年监管实际关押人

数大于核定人数，经费缺口约为 50 万元。

建议调整在押人员改善生活费的预算，以实际关押量重

新核定在押人员改善生活费。

（5）人身保险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5 万元，执行数为 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

效益：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公安部、省厅关于从优待

警系列要求，牢固树立“爱警推动爱民”理念，坚持以人为

本、爱警惠警，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落细落小、

务实管用，坚持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更多更好地为民警做

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努力让民警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增强公安民警职业认同感、自豪感。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公安民警是和平时期牺牲最

多的一支队伍，时刻战斗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第一

线，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随着公安工作任务日益艰巨



繁重，因公负伤情况逐年增多。因公牺牲、在职病故、超负

荷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大病致贫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建

议加大对公安民警人身保险金的投入，在现有人身保险范围

基础上，增设附加保险，如：意外伤害医疗、突发重大疾病、

重疾住院医疗、门诊补充医疗等。

（6）禁毒专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

万元，执行为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益：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

规定；做到了专项资金使用有计划、审批有手续、支出合理

规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通过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

建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传法律法规执行率达到 98%

以上。经第三方测评机构调查，全市禁毒知识群众知晓率、

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分别为 95.3%、98.6%，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多措并举，全力开展涉毒违法犯罪查处、社会面吸

毒人员管控、易制毒化学物品管理、禁毒宣传教育等工作，

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目标，为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做出了贡献。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我市毒品检验检测仪器及耗

材、禁毒信息化建设两方面经费缺口较大，建议增加经费预

算。

（7）特警训练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 万元，执行数为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

效益：2020 年我局特警支队 133 名民警圆满完成武装巡逻、

安检排爆、安保维稳、应急处突、群体性事件处置等各项任



务，向黄石市民和黄石市公安局提交的这一份满意的答卷。

使特警支队成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特警尖刀，成为

公安机关反恐怖的专业队、打击暴力犯罪的突击队和处置群

体性事件的特殊工作队。

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一是特警训练费项目存在专项资金不足的问题。应及时

对特警队员日常的装备进行定期的更新换代，淘汰老旧装

备。特警队伍装备建设的现代化程度不够，应摸索新型武器、

警用装备、警用器械的投入使用，以适应新时代新的训练要

求。

二是每年我局新招录公安民警均编入特警支队进行为

期一年的强化训练，训练强度大，训练器材、警用装备、枪

支弹药、被装购置消耗大，需加大更换、购买、维护投入。

三是特警车辆损耗大，特警支队担负街面武装巡逻，全

年不间断实行武装巡逻模式，车辆损耗大，维修成本高。

（8）事故救助中心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

年预算数 25 万元，执行数为 25 万元，执行率为 100%。主要

产出和效果：一是一是一是一是该项目执行单位是交巡警支队，在执行过

程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控制和监督，定期分析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年终对执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并

在实施过程中严格做到资金专项专用。二是是是是项目全年按计划

季度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了专项资

金使用有计划、审批有手续、支出合理规范。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加强项目任务与内容的梳理，



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针对不同时期项目跟踪管理服务和绩

效评价，适时调整项目资金预算编制。

（9）公安基建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700 万元，实际执行数 47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主要产

出和效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保质保量完成，所有

的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专项资金使用事前工作

有计划、事中审批有手续、事后检查有台账。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进一步加

强了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工作环境，提高了公安办公

的专业化、信息化、科学化水平，强化了公安机关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打击预防犯罪、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提升了公安工作为人民的服务质量及水平。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公安基建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的完

善，公安基建项目较多，有的项目因进度、验收等原因导致

项目的付款延迟至下一年度等，在预算安排时需加强合理性

论证，从而最大化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0）办案装备信息化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全年预

算数为 4671.2 万元，实际执行数 4401.78 万元，完成预算

94.23%。主要产出和效益：一是通过“数据公安、智慧警务”

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治安与公共安全。2020

年在装备信息化建设方面建成了数据中心云平台、350 兆警

用数字集群系统、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执法办案智能化

平台等 49 个信息化项目，更新办案执法车辆 17 台。二是该

项目全年按计划完成，所有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采

购按程序审批，手续合法规范。其中：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

计划完成率 100%，软件系统开发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警

用装备购置计划完成率 100%，接、处警率 100%，命案破案



率 100%，治安案件查处率≧98%。

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该项目预算下达不及时，导

致预算未执行完毕。2020 年该项目下达完毕时间为 12 月 24

日，距离全市支付系统关闭时间仅 1 天，我局部分项目款项

在 12 月 25 日支付后因收款方更改收款账号产生了退票，退

票时支付系统已关闭无法重新支付，故该项目未能执行完

毕。下一步将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争取项目资金早日下达，

提高资金执行率，完成预期的绩效目标

（11）平安城市建设、雪亮工程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

目全年预算数为 1730 万元，实际执行数 1730 万元，完成预

算 100%。主要产出和效益：一是一是一是一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保质

保量完成，所有的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专项资

金使用事前工作有计划、事中审批有手续、事后检查有台账。

二是该项目根据市政府的要求，2020 年按合同支付平安城市

建设项目款项 930 万元。“雪亮工程”建设项目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完成合同签订并正式开始建设，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级电子政务外网和视频专网共享平台已经部署完

毕，“两平台”已实现视频监控资源共享共用，接入视频监

控 9060 路，已全量推送至省级平台；视频图像解析平台已

建成，具备 720 路人像视频解析和 1100 路车辆智能解析能

力，为我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能力。

（12）纪委陪护人员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

经费全年预算数 400 万元，已执行 399.99 万元，执行率为

99.99%。主要产出和效益：一是是是是项目全年按计划、季度保质

保量完成，所有的支出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做到专项资

金使用事前工作有计划、事中审批有手续、事后检查有台账。



二是纪委陪护人员由特警支队招募辅警组成，总数 240 人，

因执行纪委看护工作特殊性，每日除上勤、外出调休外，日

参训人数约为 70 余人，参训率约为 30%，全年训练完成率达

到 100%。三是特警支队通过加强对纪委陪护人员的训练，持

续强化其纪律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提升陪护技能，

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确保了留置工作的顺利开展。

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原因及建议：：：：该项目主要用于纪委辅警日

常办公及服装费用，从年初即产生支出需要，但该项目预算

于 3 月份才下达，并且由于资金专项性，无法由其他经费弥

补，导致纪委辅警日常训练、办公用品及被装未能及时添置，

不利于纪委陪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该项目资金于年初

下达，有利于提高资金执行率。

（13）维稳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涉密）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至部门决算公开时已经应用的情况：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5710.77 万元，实际执行数 15710.77 万元，完成预算 100%。

1、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管。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管。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管。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管。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和

资金使用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及时掌握项目进度，督促项目

实施单位加强管理，定期报告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

况，增加项目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同时，充分发挥纪检、审

计等监督部门的作用，建立长效的专项资金监督管理新体

系，确保专项资金用到实处，实现效益最大化。

2222、强化资金管理体制。、强化资金管理体制。、强化资金管理体制。、强化资金管理体制。明确各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部



门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的分工，做到权责分明，责任到

人。要建立项目申报、招投标、实施、采购、验收、评价等

一整套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所用项目资金

从分配到使用明确，做到资金、项目、文号对应，归档备查，

防止截留、挪用现象的发生。

3333、、、、强化绩效管理责任意识强化绩效管理责任意识强化绩效管理责任意识强化绩效管理责任意识。。。。把绩效管理工作纳入常态，

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业务部门，限制其项目申请数量

和资金数额，以督促各业务部门自觉高效地使用资金。

五、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反映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

的预算单位资金。

2、基本支出：指预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费。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指行政单位（含参公单位）履

行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须开支的费用，包

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用于工资、津贴及奖金等

的人员经费，具体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招待费、培训费等的公用经费。

5、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的

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6、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

支出。

7、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支出。

8、“三公”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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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车修费、保险等

费用；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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