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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可概況

一、部 lコ主要取責

倭咲部日的主要取責是8由全国月併、併巻狙成的全国

性人民団体,是党和政府咲系庁大月併、併巻和海外併胞的

析梁和俎帯,基本取能和任努是 “群余工作、参政波政、鍵

押併益、海外咲塩 "。

二、部 1可決算単位基本情況

炊決算単位杓成看,併咲部「]包括 3今机美行政科室及

2企下属単位,其中:列入 2019年部日決算編制疱目的単位

洋細情況兄下表 :

単位名称 経費性願 人員編制数 在取人数

泉州市併咲 財政核抜
１
■

１
■ 13

泉州隼併所

史博物傭

財政核抜
１
■

１
■

１
■

１
■

泉州 市隼併

服努中心

財政核抜 3 3



三、部 l¬主要工作意錆

泉州市併咲 2019年工作恵結

2019年 ,市併咲汰真学コ貫御コ近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文思想及倭努工作沿述,日統市委部署,堅持以併力本 ,

力併服雰,立足改革全J新 ,汰真履行併咲各項取能,凝衆併

心併力,服雰 “五今泉州"建没,不断提高併朕工作水平 ,

取得了新的成須。

(一 )思想引飯工作品著加張。1.孤好主題教育。姐須

学ココ近平新吋代中国特色主文思想及併雰工作稔述,堅持

学原著、浅原文、悟原理,践行初心使命 ,オL実升展 “不忘

初心、牢氾使命"主題教育。先后姐須集中学コ 8次 ,寺題

研■ 7次 ,召升征求意兄会、深入基晨凋研,征求意兄 28

条,査援同題 11条 ,結合併咲工作実際形成 2篇凋研文章 ,

深入学コ宣特貫御コ近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思想,提

高処象頷早干部理稔能力和政治素願,力併朕事立友展打牢

思想政治基拙。2.激友愛国主文熟情.策支J姐須升展庚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劫,引 早併界群余始終囲結在以コ

近平同志力核心的党中央周日,激友愛国主文熟情。狙駅併

界群余 100多 名到西街升展 “古城徒歩行"活功 ,暢滸古城 ,

更好地囲結倭界群余。姐須準大泉州校友会升展 “ネL費新中

国・杏逃新吋代"青年晩会,激友声大青年愛国愛多熟情。

咲合拍撮完成愛国隼併題材屯影 《天涯芥芳》,首映荻併界



美注。依托泉州隼倭房史学会狙須挙亦併界座淡会,共同学

コ宣特和借承泉籍隼人隼併含J立房程和奉献精神,用 “根魂

夢"凝衆併心倭力。

(二)服分大局能力持銭提升。1.服分高疲量友展。秋

板参与全市 “6.18"、 “香港項目寺場推介会 "、 “9。 8"

貿沿会等招商活功,提供我市緊快声立的客商推存等工作。

狙須併商会会員出坊華律其、新加坂,埼当地倭商狙須、工

商社困和企立家咲絡咲遺,探甘倭商企立 “走出去、清逃

来"的有美同題。秋板参与人オエ作,在美国 “任島■"猫

共集困和新加坂南洋超象公司没立引オ咲絡靖。依托大国科

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準大屯商囲等没立 “新併CJ新含J並基

地 "。 挙亦 “準人隼併愛国故事青年絵本含J作人オ培券"成

果展覧。主功対接 “日本隼人教授会"坊国困来泉坊同,与

之建立掟期咲系机制。倣好与九牧厨工股分有限公司人オ宜

接咲系。2.致力参与社会建没。全市併咲系銃 “百併稲百

村"服雰精准扶貧工作,共友劫併青、倭商 213人 ,倭企 23

家共同参与,結対評扶貧困村数 54,実施希扶項目 66項 ,

落実希扶資金 1853万元,帝扶群余送 6565人 。参与 “同心

安居工程",等資 113万元精准帝扶泉州市衣村危旧房改造

汁支J貧困戸;等集 40多万元捐建永春具木美鎮山城村 “併

愛心率福院";等集 15万元支持全市統一哉銭 “同心助学

松柏成オ"助学工程;等集 11.1万元升展 “併青助学"活



功:定向捐助甘粛貧困山区 50万元升展精准扶貧。加張貧

併救助慰 li43工 作,友放市財政貧困併救助資金 50万元扶助

H5戸貧困月併併巻,監督落実省財政貧困併財政救助寺項

資金 18.27万元扶助 97声 。春市期同友放福建省黄仲咸教

育基金会資金 15.8万元慰同 316戸特困貧荘倭。推逃 “併

愛心・光明行"活功,在全市 1000多今自然村升展了 961

場眼科文珍,力近 5万名群余逃行免費眼科健康栓査和眼科

疾病‖卜査,力 1533名 白内障患者免費実施隻明手木。3。 孤

好尋根平台建没。委托泉州交友集囲実施代建工作,完成項

目招投林工作。等建尋根平台展示体詮倍,杵采用現代技木

展示項目規支J、 尋根服雰拭点系銃、3D/全景拭点系銃和部

分数字化成果,完成咳竹陳列大綱編巧及寺家稔iI。 与新加

坂族培学会、泉州姓氏文化交流切会等囲体升展交流,商寸

合作形式;推逃在弓来西亜乃六甲沈慕羽ギ法文物館没立泉

州首今年裔族譜海外征集咲絡処。至 2019年底全市己征集

族惜 7000多朋,涵蓋 90今姓氏,拍描族惜 100多万天。采

取辺建辺服各方式,主劫力併胞尋根提供服努,先后希助 10

多位海外併胞和港澳台同胞成功尋根。

(三)咲遺朕絡工作深入拓展。1。 以尋根尋栄力析梁。

倣好承接原併亦尋根之旅夏今菅取能支J橋工作,全年併咲系

銃共挙亦青少年夏冬今菅 16今,菅員近 800人。黙拍弘揚

準併精神,通達与菅員住家結対子,制作菅期祝頻究念仇猛 ,



渫支J泉州文化特色菅,挙亦尋根方式寺題沸解等多神方式 ,

碗保工作成数,実現稔歩辻渡。先后接待弓来西亜林連玉基

金会、勇来西亜柔佛号打丁宜福建会館、新加坂族培学会、

東浦恭泉州市同多会等囲体和除祖昌等知名併頷 52批次近

1000人次。随囲赴末南亜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升展併各活功

6人次,釈板宣特併咲尋根文化,淳厚多来多情。秋板参加

基層併咲換届、渉倭囲体活劫以及泉州市姓氏文化交流跡会

等宗来狙須庚典活劫,拓展咲壇咲絡声度和深度。秋板打造

尋根文化工作荻省倭咲主席除式海釜批肯定。2.以特銃文化

力鉦帯。挙亦 “氾住多愁"2019泉州海外南音咲疸会唱活

劫,以多音系多遺夕.弘揚泉州借銃文化。秋板狙須参加第 20

届世界隼人学生作文大賽。全市共 17所学校 702人参賽 ,

其中 2人荻全国一等業,5人荻二等業,14人荻二等業,12

人荻仇秀指早老用業,成須居全省前列。跡同推存晋江安海、

永春帖山申扱福建省併多文化名鎮名村。推逃文化交流基地

建没,狙須泉州隼倭革命房史博物館、晋江五店市等単位推

存申扱中国併咲国際半併文化交流基地。指早恵結南安弘揚

隼併精神,荻各象倭咲充分肯定。加張対台工作,≒台南文

化跡会咲合挙亦第九届 “泉州花灯展",展示各具特色的泉

州特銃花灯 500蓋 ,加張泉台民同文化交流。配合倣好首来

族工作,接待 20多位首次到大陪的台青。秋板参加第四届

海峡両岸民同培牒文化沿伝,井坊出席会波台湾寺家学者 ,



増逃同胞情感。3。 以特色陣地力基砧。ォL実推逃隼併房史博

物傭建没,友拝陣地作用,精心狙須 “永逓的卒碑"―妃念

南併机工回国抗哉 80周年国片展,与中国隼併房史博物館

咲合挙亦 “根詠何姓"―中学姓氏現代離塑群展覧和挙亦

“世究峰疎 凛然掟歌
″
―妃念準教頷袖沈慕羽先生逝世十

周年■法展,在泉州隼倭革命房史博物館挙亦 “軌述―隼併

与鉄路"展覧等多今精品展覧,通辻対海笙文化交流重要裁

体的展示,大力宣特隼倭文化,弘揚隼併精神。加張市隼併

服雰中心建没,以 “追少中学 我的根魂少"力主題,狙須

拍撮併咲工作者、儀商倭青、海外隼人隼併等併界重点人士 ,

以祝頻及国文方式,全面展示泉州併界群余愛国愛多、努力

脊斗的精神凩貌。秋板升展併史倭情、併批併多等与海笙文

化相美的学木研究,挙亦 “ `一帯一路'祝域下隼人隼併研

究"、 準併与華律其棉三姥島的升友等寺題沸座等。依托法

販委升展併界雛杖工作,落実信坊接待日工作,年処理信坊

12件 ,各洵 200多人次。

(四 )基居基拙建没有力推逃。1.推逃併咲改革工作。

推逃併咲机杓改革,研究提出 《泉州市併咲改革方案》,荻

市委常委会、市改委会通辻,印友全市実施。稔歩推遊机杓

“二定"工作,倣好承接原倭亦三項取能,実現有序辻渡。

汰真貫御公雰取雰与取象井行規定,有序渫支J推逃公雰員取

象套改和晋升工作。狙須挙亦首期多鎮併咲駐会干部培り||



班,逆清中国併咲願同芥工作海外併雰工作寺題沸座。咲合

永春具併咲挙亦首期隼倭衣場干部培り|1班 ,咲合石獅市倭咲

挙亦首期月併倭巻技能培り|1班 ,拓展力倭服努疱田。オL実推

逃倭情普査工作,召升工作推逃会,完成港澳多情普査采集

表唸牧,膚劫併情数据庫管理軟件升友工作。2。 推逃 “併胞

之家"建没。服雰推逃基戻党建,埼羊澤区地願社区党支部

結対共建;推劫 4今主管社囲成立了兼合式党支部。推逃 “基

展狙須建没落実年"活劫,新成立徳化上涌鎮併咲等一批基

居併咲狙須,裁止 2019年底,全市己成立併咲狙須数 1958

今,其中多鎮 (街道)129今 ,村 (社区)1744今,宣属企

事立単位 3今 ,学校、国区等社会狙須、囲体会員単位 69

今。有序推逃基展併咲統一社会信用代偶賦偶工作。秋板推

逃 “地方併咲+大学倭咲+校友会"模式,埼隼併大学国際学

院建立切作美系,炊人オ、文化、招生資鴻、融媒体、志原

服雰活功五今方面升展合作3支持市併商会、併青咲、準大

泉州校友会等主管社囲升展具有民同特色的活劫;落実 “基

層併咲+海外隼併隼人社囲"工作,2019年 ,支持新成立石

獅市銀江隼併中学港澳校友会、英国永春同多会、弓来西亜

蕉頼徳化会館等 8今港澳、海外社囲。3。 推逃全媒体整合。

銃等送用同姑、微信公余号、多颯、併情寺扱等載体,堅持

全媒体融合,逃一歩杵信息作力推劫併咲事立友展的有敷孤

手,実現了信息工 f常 的新突破。対接省併咲没立 “福併世界



恵同泉州靖",建立与省併咲上下咲劫、共享資源、互咲互

通的宣特新模式,拓寛宣特渠道。狙建 “同併智庫泉州委員

会",吸収成員 93人。狙須召升信息宣借工作会波,加張

信息員培切|。 推存徳化具 《“資帝古道"申遺建波》荻省頷

早的重視,使 “資希古道"列入 “古泉州 (刺桐)史辺"申

遺預各申扱点,逮是宣特工作埼推功成果落地的有益探索和

有敷結合。オL実亦好 《泉州多颯》,己出版 10期 ,友往 30

多全国家和地区。オL実亦好 “泉州併咲"微信公余号,年友

布文章 300多篇,同減 4万多人次。今年全市併咲系統荻《中

国併咲》余志采用 7篇 ,省以上併情寺扱件采用 18篇 ,荻

《併区快颯》采用 17篇。

(五 )党建帯併建全面落実。1。 強化党姐飯早作用。市

併咲党姐千 2019年 1月 成立以来,堅持党狙成員帯共,汰

真学コ貫御好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各項決策部署,堅定村立

“四今意沢",張化 “四今自信",倣到 “両今継押 "。 制

定党狙工作規疱等制度,推逃党狙工作逐歩実現規疱化、制

度化、程序化。オL実落実意沢形恣責任制、理沿中心狙学コ

制度等,強化主流宣特引早和管理工作,提高党姐頷早能力 ,

促逃併咲工作新友展。汰真落実党凩廉政建没主体責任,及

吋分析党凩廉政建没、意沢形恣頷域等,推逃党支部政治建

没、思想建没、狙″、建没、作凩建没和妃律建没。按要求落

実 “三会一深",升展政治教育、犯律教育、革命教育等主



題党日活功,引 早党員友拝先鋒模疱作用。与羊洋区地反社

区党支部建立桂4/AJ坊波。落実好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防止形

式主文、官僚主文。推劫 4今主管社困成立了兼合式党支部。

市併咲机美党支部荻坪力市象党建先逃単位、先遊五好党支

部。泉州隼倭房史博物竹被推存力第一批市宣机美主題党日

教育基地。2.加張机美建没。オL実推逃跡作型、服努型、責

任型机美建没。加張公牟、財雰、同絡安全、保密管理等 ,

推逃以制度管人管事。争取財政重点項目建投資金 620万元 ,

加張財政須数管理。釈板拓展公余服雰頷域,狙須干部取工

逃村、社区文雰檀村、学雷鋒志原服雰、扶貧済困、文努送

春咲、送医送豹送法等,以及弄展 “沸併史・知併心―併史

逃深堂"活功,提高服雰能力。釈板狙須升展工会活功,CJ

造囲結和t皆工作気田。単位荻坪市象文明単位、平安単位等

末誉。3.加張干部臥伍建没。按照 “貼心人"“実干家"的

要求,加張倭咲干部臥伍建没,狙須在清境桃源旅滸升友公

司、力豪現代衣立公司、海西五金机屯城等倭資企立没立

“併咲委員学コ交流基地 "。 升展推逸泉州併界十大茶出青

年活功,菅造CJ先争仇気曰。推行単位須数管理二象須数 ,

激友干事CJ立気国。按要求向狙須部「]推存仇秀年青干部 ,

升展処象干部年度考核。推存干部参加銃哉大沸堂学コ活

劫,以及参加中国併咲、省併咲等併咲千部培切1班、党校科

級干部培り|1班 ,提升能力水平。逸派干部赴村桂取,鼓励干



部多方位工作能力鍛煉。処象頷早釈板落実桂鈎扶貧工作 ,

己累it落実希扶業金 18.1万元。

回順 2019年 以来的工作,例存的主要困准和同題:党建工

作圧力借早不修,党努与倭努工作相結合緊密度不足:参政

波政工作反量有待提升 ;“ 走出去"拓展海外咲遺頻次偏少 :

結合新吋代併情特征借承弘揚隼併文化、準倭精神力度需要

加大;渉併鍵板机制、渉併法律法規的宣借面不声,併界群

余対併咲系統一系列法律服雰平台、机制知暁率不修,作用

友揮不大,等等,市併朕杵加張重視,加彊研究,有敷解決。



一、牧入支出決算恵表

第二部分 2019年部門決算表

収支決算忠表

金額単位 :

注:本表金額緒換力万元吋,因四舎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
収入 支 出

項 目 決算数 項目(按多済分美) 決算数
■●一般公共識算 財政槍款政入 722.5` 、一般公共服各支出 634.11

JF政府性媒疇瀬鷲財政機款職入 二、外交支出

■■■1鮨 ,ド鬱iψじ夕ヽ 三、国防す :‖

四
=1事

立収入 理、公共安全支lt

五ヽ祭営収入 五、教育支出

=1職
1鷺単位|■毅牧人 六、科学技木支出

=葉
4111t入 |||||| 791,91 七、文化旅滸体育崎権媒す l11

八、社会保障和就並支Jl 71.8,

九、里生健康支出 18191

十、市能不保支出

‖ ■ 十一、城多社区支:L 鰊

十二t友林水す 出

十三 、交通送輪 劃 :

十四、資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立服勢並等支出
|■■ ||||■ 十六ヽ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 Flb地 区寺 彙

十人、自然 姿源海洋気象等† 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    ‐|■■ 二十 、線 油物 奇備各lt出

二十一、実害防治及産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 、英他 支 dl

二十三、債勢逐本支出

二十四、債各付息支患

■■■■■1恭館歯締 |   ‐1        1,5 本年支出合汁 1,170.31

用事並基金弥ネトll■ 支差額 錯余分配

年初館結和姑余 2.507.7: 年末結結和笙余 2,851.91

合汁 4,022.21 合汁 4,022.2〔



二、1欠入決算表

牧入決算表

本年牧入合汁 財政披款1文入碁糞韓誓
端鶴

■般公共藤券支出

´
般行政管理事各

行政這行

般́行政管理事努

事並這行

其他群余囲体事努支出

・般行政管理事

其他一般公共服努支出

文化体育与特媒支出

米月口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券老保陰数費支11

‐医療_圏購計剣生育支出

行政事並単位医療
101101 行政単位医庁

101102 事立単位医リヤ

注:本表金額結換力万元吋,因 四合五人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12

項 目

飯

助

入

上

朴

牧

事

並

牧

入

姪

菅

牧

入

μす膵

其他収入|■ 納轟 ”
場

ス

Ｔ
上

牧

奥 1款1 ■■合   1  汁 1.514151 722.5` 靱

201 465.81 365.31 100151

≧0125 港澳合併事各 31.1( 15.01 16.11

〕012502 31 1( 15..Ol

20129 辞余団体事勢 420.8` 336.4` 84.41

2012901 188,0, 188.01

177.1( 92.7( 84.41

2012950 33 61 33.61

2012999 22.tll 22.0(

〕0132 1鯉奴事募 10.01 10.01

〕013202 10.01 10.Ol ■

'01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分支出 3.91 3.91

〕019999 3、 91 3_9〔

954.0' 262.51 691.4
Ю702 勿 954.0' 262.31 691,4‐

〕070205 博物竹 954.0: 262.51 691.4

:08 社会保障和就上支出 7■ 81 75.81

:0805■  ‐| 行童暮 レヽ1単冷 富損株‐|||||‐‐
||‐

|‐ 75.81 75.81

〕080504 39,21 39.21

2080505 ‐36:6( 36.6(

18.71 18.7:

21011 ■餞=7: 18.7:

11.OC 11.01

7.61 7.61



三、支出決算表

主L:本表金額特換力万元吋,囚 四舎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支出決算表

政 目

本年支出合‖ 基本支出 頸日支出

外

菅

支

出

属

＝

附

位
対
単

支出功能
1分炎ネ「■ 料日名称

編鶴

楽 1款 1場 合十 :.170. l:l :i J qR{ o05.J.
534 11 299 31 234 81

219 21.9
2010499 共他友展均改革事努支出 96 9て

20125 31. l0l
2012502 3:t01        1      311て

4?6. 561 299 85 177 21

2012901 送 行 266 301           266 80 |

2012902 般行政管理事各 131.481 I rrr. arl
2012950 事立送行 41 54i             33 051              8 4

2012999 共他群金囲体事雰支出 31.241 I y.zql
20199 L一般公共服分支出 l. szl 45'
2019999 りtlL 般公共服努支出 4 571 45)-07 

l文化体育埼借媒支出 545 41 174 81 370 5`

虻物 545.41 174 81 370 5

′070204 文物保P 32, 3

日 542. 161 174.891

208 :出 7181 718
20805  1行政事立単位禽退株 7181 718
2080504 朱り¬口管理的行政単ll萬想休 .1s ?ol 1r

2080505 机夫事立単位基本茶老保倫微安支出 13■ 131        331`
210    1医庁工生埼汁剣生育支出 18.9 189
21011 1■行政事上単位医庁 13.9 189
2101101 行政車住医庁 1'2 H21
2101102 事並単位医庁 7 62



四、財政抜款収入支出決算恵表

財政抜款llt入支出決算忠表

注:本表金額結換力万元吋,lkl,Ч合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1支 1 入 支   出

||‐・ 鑽■|1日  ||■ 決算数 項目|〈 按功能分癸 ) 決算数
‐
最優藪

政披款

、一般公共預算財政城款 722. 一、一般公共服努支出 415.1 415.1

政府性基金慣算財政投款 鰊 ■、外交支 111
・

ヽ ・ 鱚

■ 、 国 防 す 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躙 閻

六、科学技木支出

七、文化旅漉体育均借媒支出 427.5 427 5`

八ヽ絆仝標應和 麟寸レす ■1 71.8,

'1 8.た、■生健康支出 18.91

十 、 市 能 琢 保 す ■1

十■、城多社ヌす出
■● 十二t友林水支忠

十三、さ涌透輸† ‖1

十円 、 静 源 勘 探 信 鳳 等 す 出

|||||||||| 十五t商寸レ服|″1'等す出

十六、金融支由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人、自然薔繁海洋気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 J]

十、縦油物資倍各支出

二 十 一 、 安 書 鱗 治 及 鹿 魚 管 理 す 出 |●|゛‖

ri十 二、其他lill

二十二、続各述本支 lL

二十四、横等毬1急支出

本年に入各帯 ■|■
‐ 1      722 5` 年支出合汁 933.4. 93314.

年初財政駿款嬌籍和繊余 1 474.2, 年末財政投欺笙絆和盤奈 1.263_3 1.263.3

|■般公‐共鞭算財政検縦■■ ||■ ■■|||

政府性基金続箪財政機款

.H.+t 2 196 点 汁 2 196、 7. 2,196.7.



五、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表

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表

] 2019` 本 :7

項 目 年支出

支出功能分楽科目翁I―l 科目名称 4ヽ il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瑛 合     tl 933 44 440.3t 493.0〔

20 一般公共服努支出 415,17 221.12 194`04

20 04 友雇■攻事事分 21.96 21.9C

0 0499 其他友展ち改革事努支‖ 21.9C

20 25 港漢台俳事分 15.00 15.OC

( 2502 ^般行政管理事努 15.00 15,OC

29 群余囲体事分 373.64 221.1 152.51
2( 2901 行政這行 188.07 188.07

2( 般行政管理事各 106.79 106 79

20 2950 事並這行 41、 54 33.0も 8.4

20 其他群余囲体事雰支出 37.24 37.2`

20 32 盤鉄事分

2( 般行政管理事雰

20 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勢支出 4.57 4.51

2( 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各支J 4.57

207 文化体育≒特媒支出 427.54 128.50 299.04

20702 文物 427.54 128.50 299.04

2070204 文物保伊 3.27 3.21

2070205 博物館 424、 27 128.30 295.71

208 壼会保障議競並支出 71.83 71.83

20805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71.83 71.83

2080504 未畑口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38.7C 38,70

2080505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界老保附敷費支出 33.13
‐
      33 13

210 医庁工生≒汁剣生育支出 18.90 18.90

21011 行政事立単位医庁 18.90 18.90

101101 行政単位医庁 11.28 11.28

101102 澤立単位医痴 7.62

注:本表金額橋換力万元吋,因四合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15



六、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明劉表

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明銅表

16

項   目

合  】|

多済分癸

科目端偶
科目名称

た , ニ
ー

ヽ
■ 933 4′

工資福利支出 397.61

首昴和服各真111 240.6(

lol   ‐|‐

“

人ヽ蠅 綺ネト麟 92.31

309 資本性支出 (基本建投) 177.6ィ

310 資本性支出 25.1′

lll 対企立ネト助 (基本建投) い .判
対企並ネト助

307 俵寿利息及費用支出
39911■■ 其他支諄| |ヽ■

注:本表金額特換力万元吋,因四舎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七、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決算表

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決算表

因公出国(境 )費用

対民
"〕

1に育利姐鉄和群ゑ
性自治鐘奴ネト魅    ‐|

人員箸資金け 公用姪資合十

注:本表金額特換力万元吋,因四合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人 碗姪 賓 公用隆費

婦榊黎

■ ||‐ |‐
    ‐ |‐

||

オ|口 名称 金額 勧翻製
科目名称 分楽科 科目名称 金飯

3tll t姿福利i由 372.21 〕02 商品 鶏 IIt=t tl 薔本体 す 出 0.3
基 太

‐r峯 10・2.41 亦公費 1.1 l:roor 房屋建筑物賄建
,0102 津貼ネト■ll 印刷贅 13100, 亦公没各鈎露 )3F
30103 笑金 30203 薔洵 書 31003 寺 用性 各鏑 習

1010● 11た 1源ネト1が考ぼ 2´ 71 手 贅 静 31005 基 鶴 母筋 像薔

繊 毅t姿 水 費 01 l3 r006 大型修繕
畑 半 菫 dレ 餞鳥 襲 太 業 ■ rt■ 鯰 働 籍 1' 咆 費 8 ,31007 信息岡絡及績件蜘冒事新

'0109
駅立年金象妻 郎 点 密 i31∝ )8 物資倍各

●ヽ1■ 0 1取■基本腱″1麟景會| lR , ,0208 取暖安 latoos ■‖:ネトタに        ■|

;0111 公外員表庁ネト助数費 30209 物 Jレ 替 堕゙携尊 i31010 安冒ネト助

塁 4"枠 全 保 瞳 鮨 密 差旅 密 贅 卜附着物 和音 苗ネト催

30118 住 房 公殺金 45.11 31012 析 拝 な卜樽

|に ,「 瀞 |■||■  ‐ ■ 10'13 繊修 (ダ
!)壼

3101:ヽ /AN募用準的費
3()199 英他丁資福利支11 11)' 30214 租 循 密 其 fl唆 通 ■具 駒 讐

l・10大和家庭的ネト助 42, 30215 会 政 密 t物利際夕1品漿冒
R0101 高休費 11、 ま 焙 』1需 041 31022 チ形静詳陶雷

■康よ撃「1■| 公募接侍甍 31(鵬 英他資本性支出
301ヽ 03 退取(役〉続 30218 寺 用材料 密 けイトヽレネト1カ

托血 金 30224 被装勉買費 盗 末 金洋 ,

,0:〕 05 生活ネト助 〕0225 青用燃料費 :ヽ203 政府投資基金股叔l19吝

,03(裕 ■■ 鮮 ‖  |■ 誉 客 様 〕1204 費用キト貼
〕0307 戻 庁 哺をネト助 奉 好 Чレ各 籍 利息ネト時
3():308 助学金 30228 工会多 書 う.1 1ヽ,99 ■4b対 本 レヾえ卜断

機 瀞 ‐笙 ■■ 珈 襦利安 qヽ0 障他 立 |11

)0310 ζO,31 公 募用 牢遼行 雄伊 密 贈●」
:ヽ 0399 英他対今大和家庭的ネト助 30 5t

'0239
其他 交挽 密用 0_3で 39907 国家賠 催 警用 さ ‖1

|,0240 税金及附加費用 39908

:ヽ 0299 其他商品和服各支諄: 二 社 す tll

307 子各 澪I黒 及 響 用 す ‖1

30701 国内債外付息

30702 国外俄 募 lNI息

□ 内徳各 分年 を 用

30704 国 クト備 基 分 行 密 ■1

414.6( ,・・_7



八、政府性基金預算財政抜款収入支出決算表

注:本表金額結換力万元吋,因四合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本単位2019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安排的牧支

政府性基金預算財政抜款収入支出決算表

項 目

韓略
本年1文入

本年支出
年末結特

和結余
支出功能分炎

科目
科目名称 小汁 基本文出 項目支出

編号

炎 款 項
杜次 1 4 7 8 つ

‘

合汁 0 0 0 0 0 0

18



九、机杓送行信息表

机杓這行信息表

省泉州市月国隼併 △ 本

注:本表金額籍換力万元吋,因 四舎五入可能存在尾数差昇。

金額単位 :ア

(一 )行政単位

主三L型里全多員法管理事立単位

(一 )車輌数合it(柄 )

〈2)公努用車送行鮭

(2)国 (境 )

出国 (境〉囲饉数 (今 )

(■ 〉単介50万二メ上通用没各 (台 ,套 )

(三 )単愉1"万元以上を用没各 (合 ,套 )

0,国内公井接待批次 (今 )

:外事接待批次 (今 )

努接待批次 (今 )

(境 )外公勢接待 (二 )政府采的授予中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i可決算情況悦明

一、ll■入支出決算恵体情況悦明

2019年併咲部門年初結橋和結余 2507.75万元,本年収入

1514.52万元,本年支出 H70。 35万元,事立基金弥ネト収支差額

0万元,結余分配 0万元,年末結特和結余 2851.93万元。

(一 )2019年牧入1514.52万元,比 2018年決算数減少566.16

万元,減少27.21%,具体情況如下 :

1.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牧入722.54万 元 ,

2.政府性基金預算財政抜款牧入0万元。

3.事立牧入0万元。

4.径菅牧入0万元。

5。 上象ネト助牧入0万元。

6.附属単位上数牧入0万元。

7.其他牧入791.99万 元。

(二 )2019年支出1170.35万元,しヒ2018年決算数減少68.83

万元,増長5.55%,具体情況如下 :

1.基本支出 564。 98万元。其中,人員支出 539。 2万元,公

用支出 25。 78万元。

2.項 目支出 605。 37万元。

3.上数上級支出 0万元。

4.径菅支出 0万元。



5。 対附属単位ネト助支出 0万元。

二、一般公共預算抜款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抜款支出 933.44万元,比上年決算数

減少 55。 87万元,下降 5.64%,具体情況如下 (按項教科目分癸銃

汁)3

(一 )行政送行支出 188。 07万元,校上年決算数減少 21.15

万元,下降 10。 10%。 主要原因是費用周期結算上有些差昇。行政

送行升支主要用予升展併咲工作必要的人員和亦公経費支出。

(二 )一般行政管理事雰項支出 106.79万元,較上年決算

数減少 28.68万元,下降 21.17%。 主要原因是 2019年度財政牧

回部分預算径費。本項支出主要用千併咲工作,包括群余工作、

参政波政、窄押倭益、海外咲疸基本取能的升展等事雰性工作支

出。

(三 )事立送行 76。 78万元,較上年決算数増加 15.43万元 ,

増K25。 15%。 主要原因是費用周期結算上有些差昇,本項主要用

千事立単位升展工作必要的人員和亦公径費支出。

(四 )其他群余囲体事努項支出 2万元,較上年決算数持平。

(五 )博物倍項支出 424.27万元,較上年決算数減少 41.89

万元,下降 8。 98%。 主要原因是 2019年 比 2018年博物竹建没項

目支出及尋根平台建没寺項支出都有一定程度減少。本項主要用

千博物倍友展各項事立支出。

(六 )文物保夕項支出 3。 27万元,校上年決算数減少 H.08



万元,下降 77.21%。 主要原因是文物征集、庫房改造、庫房没各

比 2018年都有大幅度減少。

(七 )其他友展与改革事努項支出 21.96万元,校上年決算

数増加 20.48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年度新増部分支出。

(八 )港澳合併事雰項支出 15万元,由予上年没有此項支

出,本年度決算該科目是新増科 日,故増加 15万元。本項支出

主要用千準文教育工作経費支出。

(九 )未月口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項支出 38.7万元,較

上年決算数増加 6.85万元,増 K21.5%。 主要原因是 2019年度

新増退休人員及高退休工資及ネト貼等増長,本単位友放部分主要

力単位高退休工資及提租ネト貼等的支出。

(十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弄老保隆数費項支出 33.13万元 ,

校上年決算数減少 5。 9万元,下降 15.11%。 主要原因是弄老保陰

数費しヒ率有所下降。本項支出主要用千数納基本券老保隆保費支

出。

(十一)行政単位医庁支出 11.28万元,較上年決算数減少

1.42万元,下降 11.18%。 主要原因是 2019年増加退休人員,期

同参保人数有所減少。本項主要用千行政単位数納医庁保隆等支

出。

(十二)事立単位医庁支出 7.62万元,較上年決算数増加

0。 09万元,増検 1.19%。 主要原因是工資有所凋増,此項主要用

千事立単位数納医庁保陰費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本単位 2019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安劇卜的支出。

四、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2019年度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 440.36万元,其

中:

(一 )人員径費 414.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資、津貼

ネト貼、業金、秋食ネト助費、須敷工資、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弄老保

陰数費、取立年金数費、其他社会保障数費、其他工資福利支出、

高休費、退休費、抗悔金、生活ネト助、医庁費、業励金、住房公

釈金、提租ネト貼、胸房ネト貼、采暖ネト貼、物並服各ネト貼、其他対

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支出。

(二 )公用経費 25,77万元,主要包括:亦公費、印刷費、

盗洵費、手数費、水費、屯費、由『屯費、取暖費、物並管理費、

差旅費、因公出国 (境 )費用、窄修 (夕 )費、租賃費、会波費、

培り|1費、公雰接待費、青用材料費、芳雰費、委托立雰費、工会

経費、福利費、公雰用牟込行窄夕費、其他交通費用、税金及附

加費用、其他商品和服努支出、亦公没各賄畳、寺用没各賄畳、

信息同絡及軟件賄畳更新、其他資本性支出。

五、一般公共預算抜款 “三公"経費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2019年度 “三公"経費一般公共預算抜款 11.3万元,同 じヒ



下降 19.51%。 具体情況如下 :

(一 )因公出国 (境 )費 4.57万元,主要用千随市委市政

府囲姐出坊。2019年本単位狙須出国困狙 9今 ,参加其他単位出

国囲姐 0今 ;全年因公出国 (境 )累汁 9人次。与 2018年相比,

因公出国 (境 )経費支出下降 26.05%,主要是 :2019年度随市委

市政府囲狙出坊 目的地多数力香港澳「],海外囲狙較少,早致

2019年費用較上年度有所減少。

(二 )公雰用牟殉畳及送行費 0万元。其中:公雰用牟賄畳

費 0万元,2019年公雰用牟賄畳 0輌 ,。 公努用牟送行費 0万元 ,

主要用千公雰用牟燃油、窄修、保隆等方面支出,年末公雰用牟

保有量 1輌。与 2018年相しヒ,公雰用卒送行費比上年下降 100%,

主要是 :公牟改革,尚未拍美成功,声枚尚未移交,故公卒保用

量例旧力 1輌。

(三 )公雰接待費 6.73万元。主要用千海外併頷、併界頷

袖、海外社囲公会的来坊及海外咲遺等方面的接待活功,累汁接

待 46批次、接待恵人数 604人次。与 2018年相比,公雰接待費

支出増K2.12%,与上年略有増長,主要是 :費用周期結算有所不

同。

六、預算鏡数情況悦明

本単位 2019年元菰算績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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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項悦明

(一 )机美送行経費

2019年度机美送行経費支出 15.05万元,比上年決算数増長

18.56%,主要是 :圧縮升支,建没市豹型机美。

(二)政府采殉情況

本部「12019年度政府采賄支出恵額7.94万元,其中8政府采

賄貨物支出7.94万元、政府采殉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賄服努

支出0万元。授予中小企立合同金0万元,占政府采賄支出恵額

的0%,其中8授予小微企並合同金額0万元,占政府采賄支出恵

額的0%。

(三)国有資声占用使用情況

裁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本部日共有牟輌 1輌 ,其中:副

部 (省 )象以上頷早用卒 0輌、主要飯早干部用牟 0輌、机要通

信用牟 0輌、座急保障用牟 0輌、執法撫勤用卒 0輌、特神寺立

技木用牟 0輌、高退休干部用牟 0輌、其他用卒 1輌 :単伶 50

万元 (含 )以上通用没各 0台 (套 ),単介 100万元 (含 )以上

寺用没各 0台 (套 )。



第四部分 名河解粋

一、財政抜款牧入:指市象財政当年抜付的資金。

二、事立牧入8指事立単位升展寺立立努活功及補助活功所

取得的牧入。

三、径菅牧入:指事立単位在寺立立雰活功及其補助活功之

外升展ヨト独立核算径菅活功取得的牧入。

四、其他牧入:指除上述 “財政抜款収入 "、 “事並収入 "、

“径菅牧入"等以外的牧入。主要是按規定功用的告房収入、存

款利息牧入等。

五、用事立基金弥ネト牧支差額:指事立単位在当年的 “財政

抜款牧入 "、 “事立枚入 "、 “径菅牧入 "、 “其他牧入"不足

以安引卜当年支出的情況下,使用以前年度秋累的事立基金 (事立

単位当年牧支相抵后按国家規定提取、用千弥ネト以后年度牧支差

額的基金)弥ネト本年度牧支快口的資金。

六、年初結特和錯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姑橋到本年按

有美規定墾紋使用的資金。

七、結余分配:指事立単位按規定提取的取工福利基金、事

立基金和数納的所得税,以及建没単位按規定庇交回的基本建没

竣工項目猪余資金。

人、年末結特和錯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預算安引卜、因客

双条件友生変化元法按原汁支J実施,需延退到以后年度按有美規



定墾紋使用的資金。

九、基本支出8指力保障机杓正常込特、完成日常工作任雰

而友生的人員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項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力完成特定行政任各和事

立友展目林所友生的支出。

十一、経営支出:指事立単位在寺立立雰活劫及其輔助活功

之外升展ヨト独立核算径菅活功友生的支出。

十二、 “三公"経費:納入市級財政預決算管理的 “三公"

経費,是指市象部日用財政抜款安引卜的因公出国 (境 )費、公雰

用卒殉畳及送行費和公各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国 (境 )費反映

単位公各出国 (境 )的 国際旅費、国タト城市同交通費、住宿費、

伏食費、培り|1費、公余費等支出;公各用卒殉畳及送行費反映単

位公雰用牟卒輌賄畳支出 (含牟輌殉畳税)及租用費、燃料費、

鍵修費、辻路辻析費、保隆費、安全突励費用等支出;公雰接待

費反映単位按規定升支的各癸公雰接待 (含外其接待)支出。

十三、机美送行経費:力保障行政単位 (含参照公雰員法管

理的事立単位)送行層千賄興貨物和服努的各項資金,包括亦公

及印刷費、由「屯費、差旅費、会波費、福利費、日常鍵修費、寺

用材料及一般没各賄畳費、亦公用房水屯費、亦公用房取暖費、

亦公用房物立管理費、公雰用牟送行鍵押費以及其他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