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⒛H年度市级部门预算公开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下称市编办 )是苏州市机

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 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市级机关

绩效管理和机构编制日常管理等工作。根据⒛09年省委、省政

府印发的 《苏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市委、市政府印

发的 《苏州市人民政府改革实施意见》,办公室由之前与同级

人事局合署办公改为单独设置,列党委机构序列,既是党委工

作机构,又是政府工作机构。

一、主要职责

(一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

1、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行政管理体制、

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拟订仝市行政管理体制

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规定。

2、 开展全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和措施。

3、 拟订全市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

施。



4、 统—管理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法

院机关、检察院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人民团体机关 (简称行

政机关,下 同)的机构编制工作。

5、 协调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职责配置及有关调整事项 ,

协调市委、市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市级各部门与县级市、区之

间的职责分工。

6、 审核市级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责配置和人员编制,对

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并按规定程序办理相关调整

事宜。

7、 按机构编制审批权限,审核各县级市、区和副处级建制

以上开发区管委会内设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审核全市各级

行政编制|总 额和市县 (区 )镇行政编制层级调整方案;受上级

机构编制部门委托,协助管理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设在我市的行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

8、 拟订全市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及有关配套

政策、规定,指导、协调市有关部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按审批权限负责对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责配置、人员编制

和经费来源等事项进行调整。指导各县级市、区事业单位改革

和机构编制日常管理工作。

9、 承担市行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拟定

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建立市政府各部门行政审批

事项目录清单制度,指导督促各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

拟定规范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和控制新增行政审批事项的政策措

施并组织实施。



1θ 、组织实施市级机关绩效管理工作,承担市绩效管理工

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

11、 参与
“三责联审

”,负 责机构编制责任审核工作;开

展机构编制考核评估和责任追究。

⊥2、 监督检查全市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机构编

制执行情况;负 责 12310投诉举报电话的日常管理,根据机构

编制管理有关规定按管理权限查处机构编制违规违纪案件。

13、 指导全市各级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

⊥4、 承办市委、市政府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它事

项。

(二 )苏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主要职责 :

1、 贯彻执行国务院笫411号令颁布的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及国家、省和市有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方针、政

策和规定,负 责全市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2、 承办规定权限范围内事业单位法人认定和各类登记、年

检、公告等工作。

3、 监督事业单位贯彻落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
处理违反 《条例》的行为。

4、 依法保护核准登记 (各案 )的事业单位有关登记事项的

合法权益。

5、 管理本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档案和其他有关信丨急资料 ,

为单位和社会提供有关服务。

6、 组织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理论研讨,研究拟定全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有关政策措施和规章。



7、 检查指导各市 (县 )、 区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8、 负责全市机构编制系统电子政务建设。

9、 管理政务和公益机构中文域名。

(三 )苏州市杌构编制千部培训中心主要职责 :

1、 负责全市机构编制系统干部培训和机关事业单位相关人

员机构编制业务培训。

2、 受中央编办、江苏省编办委托,承办机构编制干部业务

培训。

3、 承接各类与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编制业务相关的培训任

务、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

二、2017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2θ17全市机构编制工作总体思路是:坚持以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认真贯彻省委

李强书记参加省笫十三次党代会苏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

神,增 强
“四个意识∴ 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以 “
两学一做

”
为动力,以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简

政放权为主线,突 出改革、管理、法制化,深入推进行政体制

改革,加强和改进机构编制管理,切实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

与
“
创新四问

”活动,努力为我市实现
“
两聚一高∴ 争当建设

“强富美高
”
新江苏先行军排头兵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 )深化行政审扯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
放管服

”工作 ,

加大放权力度。继续做好国务院、省政府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对应取消和承接工作。统一审批标准,简化审批手续,规范

审批流程。推进权力清单标准化,公布市本级公共服务事项清

单、中介服务事项清单。严格涉审中介机构管理,加强中介机

构信用监管,推动完善
“
网上中介超市∴ 推动

“双随机—公开
”

监管工作,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加强简政放权督查,保障

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二 )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
`点

。按照省委、

省政府要求,探索在市本级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

推动部分试点县 (市
)、 国家级开发区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镇开展试点,做 ~cl集 中高效审批。按照
“
撤一建一”

原则组建

行政审批局,实行相关领域
“
一枝印章管审批∴ 按照权责一致

原则,厘清行政审批与后续监管之间的边界和责任衔接。聚焦

“
一长四多

”
问题,推动多图联审、多评合一、联合踏勘、联

合验收、区域性评估等创新做法,支持市 (县
)、 区组建联合审

图评估勘验等平台,实现行政审批全流程提质增效。

(三 )推动各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和完善监管体系中推进简政放权,整合优化执法资源,建立

纵横联动的协同管理机制,探索社会管理行政综合执法体系创

新。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监管和服务,加 强信息归

集和连通,构建信用预警奖惩平台,打破部门
“
信丨息壁垒

”。进

一步强化绩效考核和行政问责,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提升履职

主动性,实现审管无缝衔接。



(四 )做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
`点
相关工作。按照中

央、省、市关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的部署要求,抓好

我市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落地见效,建立完善综合

行政执法 “
六大机制

”
和相关制度,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

行政执法效能。结合我市实际,研究探索我市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工作重点和措施。推动吴江区开展镇域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工作。

(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

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按照省、市统—部署,紧紧围绕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和市场监管体0ll

改革等,研究探索市级政府组织机构调整方案,组建市级行政

审批局,做好组建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准各工作,实现市、

县政府城市管理领域行政执法机构综合设置。深化苏州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指导姑苏区推进古城保护

和行政综合执法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古城基层社会治理和执法

水平。做好 20⊥ 6年度政府部分职能向社会转移的事项申报、整

理及对接统计工作。

(六 )加强事业单位改革与管理。按照省部署要求,做好

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探索开

展高等院校、技师技工学校、公立医院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人

员编制备案管理工作。突出职能管理,做好机构编制日常管理

工作,强化事业单位公益属性,优化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资源配

置。配合做好事业单位引进高端人才和教育、文化、卫生行业

体制改革等工作。



(七 )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结合

省笫三方评估报告,对标找差,不 断整改提高。推动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镇审批、执法标准化建设,提高群众满意度。加

大试点镇工作人员培训力度,不断完善
“
两个前台

”
建设。根

据省部署要求,做好扩大改革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建制镇开展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八 )严 格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编减编,严 守机构编制

红线和底线。加大机构编制管理创新力度,保障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用编需求。进一步发挥
“三责联审

”
检

查约束机制的作用,加大机构编制责任审核结果运用力度,提

升审核工作严肃性和权威性。抓好督查整改,对各地各部门出

现的苗头性问题尽早介入,防微杜渐。落实我市县 (市 )、 区科

级领导职数预审试行办法,并进—步完善制度机制。夯实机构

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继续做好人大政协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进一步规范开发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探索完善
“
区政合一

”

管理体制,结合开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推动相关

审批职能机构在开发区落地。

(九 )加强机关绩效管理。做好 2017年全市作风效能暨绩

效管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组织修订 2θ 17年度绩效考核两个细

则。组织开展绩效管理第三方调查。扎实推进 2θ 17年度绩效考

核各项工作。

(十 )抓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和机枸编制干部培训工作。

推进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工作。继续推进事业单位法人

治理结构试点。探索建立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机制和事业单



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机制◇规范有序承办好中央编办和省编办

下达的年度培训任务,量力拓展地方省市编办的培训业务,开

展好我市编办系统内的培训工作。

(十 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深化
“
两学一做

”
学

习教育成果,加强党的建设,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内监

督,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提高机构编制部门服务大局的自觉

性。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省委十项规定、市委十二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

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做到从严治办。加强学习与培训 ,

不断提高队伍能力和水平。加强调查研究和信息工作,进一步

提升编办信 |息 化工作水平。

三、部门机构设置和所属单位情况

市编办设有 7个内设机构和 1个监察室 (研究室),内设

机构分别为:综合处 (信 {息 处 )、 行政机构编制处、事业机构

编制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处、监督检

查处、机关绩效管理处。下设 2个事业单位,分别为苏州市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挂 “
苏州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苏

州市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
”
牌子 )和苏州市机构

编制干部培训中心 (挂 “
苏州市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中心”

牌子 ),

登记局为参公事业单位,培训中|心 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从预算构成单位看,市编办部门预算包括编办机关和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局、机构编制干部培训中心。

四、部门收支预算编制的相关依据及测算分析情况



以国家 《预算法》和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为指导,

以市政府办和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做好市级部门预算公开工作

有关通知和预算公开工作相关规定、方案为依据,以上年度市

编办部门预算为参考,结合本年度我市机构编制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厉行节约,从严从紧编制预算,坚持

现实需求,注重资金使用效益,坚持健全预算决策机制,不 断

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⒛17年苏州市编办预算编制工作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的要求,根据财政预算编制的要求,紧扣工作项目,细化、分

析预算内容。一是从厉行节约,从严从紧的理念出发编制预算;

二是做好预算编报的基础性工作,提高基本支出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三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四是加强

对单位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五是

认真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其中编报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要符合 《预算法》和国家其

他法律、法规,充分体现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2.真实性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过程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和

实现政府部门职能为依据,预算结果与客观实际尽可能相吻合。

3.完整性原则。编制部门预算必须实行综合预算、零基预

算。

4.平衡性原则。部门预算应本着
“
量入为出、勤俭支出

”

的原则,根据现行财务规则的有关规定,统筹安排各项资金 ,

保证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5.重 要性原则。部门预算编制应体现保基本运转、保重点

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

第二部分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⒛17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收入预算丿总表

三、支出预算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丿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九、—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十二、
“
三公

”
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十三、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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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仑保0午△!△ 占 口    ⒏

九`i扌 =生
与寸勾▲i丈‘

+、 {t环菸攵白

+-、 玖夕拄区攵d

十:、 衣妹扌丈出

十三、攵≡适廿
=占

△口、黄i0艹甘宓△攵茁

△Ξ、亩茁及安Ξ0攵 由

△六、仓‘攵出

十△^日士圩艹ii0攵茁

△人、纟艹祗Ⅲ攵山 !⒓ 《

十苋、,i珀 艹女廿△攵由

:△、艹t攵由

!忄-△ ● Ⅱ !j‘
=艹

女j小廿 !l(9:J‘

!艹扌艹女全 娃艹t+赀佥

小 丬 C‘!j0 攴茁0廿 B‘ ∶彐0

△位厉元

l【



2017年度苏州市机构缟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艹廾 汞 一 阜 位 !万9

项目名称 锎

ru-计 86I~sC

一、一般公共预箅

狩 861.sC

公共财玫拔苁 (补助)资全 861.sC

纳入讧箅管理非狂资全

专项收入

二 、 蚺

三、纳入财攻专户镪 金

狩

专户管理敬百收贫

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全

小计

经营收入

英他收入

伍务资金 (银行贷麸)

五、上年结转和结余资佥
小计

英中:动用上年结转和结余资全

12



⒛r年度苏川市机构窍制委员会办公室邙门支出顶午总表

钳 抑 0咖 目 扯 t-出 市立口目丈出 ⋯

“ 】j( 础 ‘iOn
"

蛔



20⒘年度苏川市机构纩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财攻拔款收支顶箅总表

=`臼 △≡!‘
=口

艾g

i0∴

=卞
乓扑扌攵扌



⒛ 1T年度苏川市机构缟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苡旧朗斗目屮田马 功臼科目名称 佥  顶

合 计 臼61 ∝

-般公共尿务支出 ⒍6α 07

20】 】0 人力资涿0务 65α 07

2011001 行政运行 5】 6 07

201】 ⒄ 一般行政爸理事务 】36 0o

2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g8 臼6

2oeo6 行政扌业单位离退休 88 86

2oBObO吐 未归口督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8 13

20ε0506 机关扌业单位基本齐老保睑镦费支出 ⒎0 73

隹房保障支出 】22 ‘3

221C⒓ 住房政革支出 122 ‘3

2210201 住房公积佥 57.臼吐

22】02O2 捉租补贴 1g鲤

22102m 妁房补玷 吐6 0卩

ls



⒛I7年度苏川市机构缡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财玫拔款基本支出预箅表
公砖 卓伫:万天

科目鲟玛 抖目名许 H本支出预{夕艹数

甜 T2⒍ ∞

I类福利支出 4t8 硬

蔓本工资

aO!o2 津贴补贴 ⒛⒍∝

奖垒 ⒍ 臼

其他社舍保阵纹蛋 62,m

机关事业单位芟本养毛保陆纵费

其他工綮楫利支出 !9.6

商品和昭务支出 !02,"臼

办公蚕

aO2o2 印刷蛋

amO6 水圭 !

amO7 臼电蚕 0

am!! 差旅蛋 !

aO2∶ 2 因公出国 (il)狂用

)m!o 维侈佝→狃 2

aO2!6 舍议又 !〔

掊

"i蔹公务接符出

allp26 旁努炙

am28 工会经蛋

a匝29 福利赉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决 B

)匝 09 其他交且费用 2△ Tn

a眨 99 其伯商品和肥务支出

肘个人和家庄的补助 !46 2运

aoaO2 费你

~

退

~aOall【: 生后补助

aOoot 医疗蛋

aOaO9 奖劢金

aOa!! 住房公权金 6T 9"

aOa!2 提狃补姑

购房补贴

)00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⒉ 贺



⒛17年度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鄯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⒛r年度苏川市机拘纡剞委员会办公室邯门一投公共预箅收支预箅总表

铞{短常笛吾告艾出!、 公咖 〈补助〉资佥

、缶△△下莰艹坊芡臼

Ξ`氵=琅
茔文心



⒛ 17年度苏州市机构缟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一殷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万:万元

u旧口斗目屮

"冯

功锃科目名称 佥  轵

合 计 ￡

"51m

⒛ 1 一投公共服务艾出 ("5007

⒛ 110 人力资塬事务 赁 α 07

⒛HO01 行政运行 51507

⒛ l⒑陇 一股行政管理÷务 13o0℃

20s 社会倮烊湘麸业文出 εε.陕

犯 ω 行政卒业卓位离退休 ss甾

肥 龃 未归口管理的行玫革位苗退休 1ε~1B

zOsO踽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芥老倮险缴贞支出 707B

221 住房倮睁支出 122珏臼

22102 住房改革文出 122~|:

2210201 住房公积全 57.旧

"

221020⒓ 提租补玷 18V

Ξ l(:|∶ )tl3 购房衤卜贴 4607



20IT=F度荪州市机构绢制委员会办公室邗r刁一媸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覃表

革亡:万元

科目绢玛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预茸女艹鼓

甜 726.36

3tl】 工资福利支出 4t8.6刁

atl1o1 皇本工资 8e.5【 )

30】 ll2 泪肾贝占补贝古 246.09

aO1oθ 奖金 6.6卩

aOiO刂 其他社会倮啤缴萤 52.0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皇本养老保脸缴夷 7ll.t3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9.5旧

商品和朋务支出 !● 2.4氵

30201 jil公费 5.0口

∩
υ 印刷费 3.tl臼

3ll205 水夷 !.6臼

31l207 邮电卖 4.0口

302!1 差旅夷 1.0口

30212 因公出国 (燎 )爽用 22.0口

30213 维佗 (护 )葵 2.00

30215 会议爰 10.0臼

aO21ε 培训蚕 1.tl臼

aO21丨 公务接待费 8.00

30226 旁务夷 0.5臼

30228 工会经费 7.0|

30229 福利麦 4.0口

3023】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蛋 8.0旧

m
~

其他交迳费用 24.t7

3● 299 其他商品和朋务支出 0.70

耐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45.2‘

303ll2 退休葵 !g. 1

30305 生活补助 2.00

303ll7 医疗葵

aO3o9 奖励金 0.Oi丨

3oal! 住房公杈金 5t.阢

aO312 茁邑帝巳补贝占 18.42

30313 购房补贴 46 0t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63



⒛H年度苏川市机构纩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劈

"马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顶革安艹效

舒 102 {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 7

30⒛ l 办公费 5~00

30202 印刷费 3.00

30205 水费
冖
°

ο●
‘

n
ν 邮电费 4 0C

ο
匕

n
υ 差旅费 1.OC

⒊0212 因公出国 (境 )费用 22~OC

30213 缇修 (护)费 2 00

302】 5 舍议灾 10~00

30216 培训女
∧
ν

302】 7 公务按待费 8 00

30226 劳务费 o 5C

30228 工会经费 7.00

30229 福利贫 艹 00

302s1 公务用车运行绲护费 8 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4 77

302θ 9 其扯商品和服务文出 o.70



⒛1T年度苏川市机拘绾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
“三公’经灾、会议贫、培训费支出顶

=表

钳 口公出■ (0少 n
纠 m车 刑 臼

=d■
u

蚺 拍 坫

"n村 狂 用⋯ 公务用砷 口

ω io 0 :0 o

22



⒛H年度苏川市机构垆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攻府采均顶算表

△东0品自缶中农据<臼旧采力品目分矢目÷i)("△mmg)珀母〉胡陡品目臼帝Ⅱ曰.

23



第三部分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⒛17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 |总体收支预算情况。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

计 “1.36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 174.出 万

元,增长 25,47%。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和人员经费增加。

其中:

(一 )收入预算总计 阢1.36万元。包括:

⊥.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861.36万元 (其 中: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算 脱1.36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万元 )。

(二 )支出预算总计 阢1.36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 出 650.θ7万元,社会保障与就

业支出阴.阢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2.43万元。

2.基本支出预算数为 7跖.36万元,部 门经常性项目支出

预算数为上生万元,部 门上下级补助支出预算数为⊥ 万元,市

立项目支出预算数为⊥ 万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总体收入预算情况。填列数应与 《苏州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收支预算总表》收入数一致。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本年收入预算合计阢1.36万

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阢1.36万元,占 1θ 0%;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总体支出预算情况。安排数应与 《苏州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收支预算总表》艾出数—致。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本年支出预算合计 861.36万

元,其中:

基本支出卫 鱼 36 万元,占 84,33%;

部门经常性项目支出135万元,占 15,臼 %;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总体收支预算情况。财政拨款

收入数、支出安排数应与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

收支预算总表》的财政拨款数对应—致。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

预算 86⊥ ,36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74.腮 万元,增长 h.47%。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和人员经

费增加。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财政拨款

支出安排数应与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财政拨款

收支预算总表》的财政拨款数一致,并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的功能分类
“
项
”

级细化列示。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861.36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θ 0 %。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款支出增加 174.出 万元,增长 h.47%◇

加和人员经费增加。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按照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经济分类
“
款

”
级细化列示。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预算 7%.3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63万 元,商 品和

服务支出102.47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45.%万元。

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八、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总体收支预算情况。—般

公共预算收入数、支出安排数应与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部门收支预算总表》的一般公共预算数对应一致。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度—般公共预算收、

支总预算 阢⊥.36万元。与上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计

各增加 ⊥74,阴 万元,增长 25,47%。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

和人员经费增加◇

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按照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功能分类
“
项
”

级细化列示。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⒛17年—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 861.%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174.腿 万元,增长 ⒛.47%。

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和人员经费增加。

其中:

(— )一般公共服务 (类 )



1.人力资源事务 (款 )

与上年相比增加 33,⒛ 万元 ,

人员经费相应增加。

2.—般行政管理事务

与上年相比增加 15万元 ,

行政运行 (项 )支 出 515.07万元 ,

增长 6.9%,主 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款 )一般行政 (项 )支 出⊥35万元 ,

增长 12.5%,主要原因是信息化建

设项目经费增加。

(二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 )

1.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未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

退休 (项 )支 出18.13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1.74万元,增长

10.6玛 ,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7θ.73万元,与 上

年相比增加 7θ.73万元,增长 ⊥0θ %,增加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

实行养老金制度。

(三 )住房保障支出 (类 )

1.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积金 (项 )支 出W.94万元 ,

与上年相比增加 20.37万 元,增加 54.” %,提租补贴 18.42万

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9.54万元,增长 1θ7.43%,购 房补贴 46.θ 7

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24.⒛ 万元,增长 ⊥1θ,h%。

十、-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经济分类
“
款

”
级细化Fll示 。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7年度—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6,36万 元,其 中:

(一 )人员经费 623.⒆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



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

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二 )公用经费 1θ 2.47万 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维修 (护 )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

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

他资本性支出。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情况说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安

排情况,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经济分类
“
款

”
级细化列示。

2θ 17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 1θ2.47

万元,比 2θ 16年增加 h.夕 万元,增长 32.91%。 主要原因是

人员增加,机关运行经费相应增加。

十二、 “
三公

”
经费、会议费、培V丨 |费支出预算表情况说

明

本表反映部门年度安排的
“三公”经费情况。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17年度的
“三公”

经费预

算支出中,因公出国 (境 )费支出丝 万元,占 “三公”
经费的

36.67%;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卫 万元,占 “三公”
经费

的 16.67%;公务接待费支出 生万元,占
“三公”

经费的 13,33%。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 (境 )费预算支出 22万元,比上年增加⊥ 万

元,变 动的主要原因出访标准提高,费用相应增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旦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卫 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卫 万元,与 上年持平。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土 万元,与 上年持平。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会议费预算支出 1θ 万元,与上年持平。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安排的培训费预算支出旦 万元,与上年持平。

十三、政府采购预算表情况说明

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θ 17年度未安排政府采购项

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 由—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的财政拨款数。

二、一般公共预箅:包括公共财政拨款 (补助)资金、纳

入财政管理非税资金、专项收入。

三、纳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

费 (主要是教育收费 )、 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指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除上述以外的各项

收入,主要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债务收入等。



五、基本丈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 (定额 )。

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六、部门经常性项目文出:指市级预算单位为履行部门单

位只能而增加的工作性、发展性和资本性项目支出,在基本支

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

七、部门上下级补助支出:指市级各预算单位内部上下级

补助的收支情况。

八、市立项目文出:指市级预算单位为完成区域性、跨职

能部门和特定的公共管理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以及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民生项目、重点建设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的年度支

出计划。

九、“三公”
经费:指市级部门用安排的因公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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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费指单位公务出国 (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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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

外宾接待 )支 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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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及一般设各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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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费用。

(各部门应根据公开预算表中对应的经费情况进行名词解

释,对未涉及的名词可以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