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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元揚市信坊局 (含元揚市人民来坊接待中心 )

机杓駅能

一、代表市委、市政府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須須的信坊事項。

二、承亦上微机美及其頷早同志交亦、特亦的信坊事項。

三、向市各有美部「]和下象机美及企事立単位交亦、結亦有美信坊事項。

四、栓査、指早、督促本市各市 (具 )区和市象机美各部門、各単位的信坊工作。

五、跡凋処理本市跨地区、跨部「]的重要信坊事項,調査処理重大疑荘信坊同題。

六、宣接調査処理重要信坊事項,処理疑荘特殊信坊事項。

七、征集人民群余建洪,家合研究信坊情況,升展調査研究,及吋提供市委、市政府参

考。

人、姐須実施信坊工作目林管理,升展信坊干部培り|1和 信坊宣倍工作,指早全市信坊部

日亦公自劫化工作。

九、力来信、来坊人員提供有美法律、法規、政策各洵服各。

十、代表本象政府依法受理信坊人提出的属本机美取杖茫国,且元法通道夏波、仲裁、

訴松等途径解決的信坊夏査夏核申清;切凋会亦有美政府机美在信坊事項隻査隻核工作中出

現的争洪。



十一、負責根据信坊形勢提出調整入駐来坊接待中心地区和部目的建洪,倣好逃駐工作

人員的管理;整合信坊力量,及吋高数処理各自杖限管籍内的信坊事項;指尋,柳凋地区 ,

部「]宗合高数処理接待来坊中遇到的隻余同題,切凋処理群余集体来坊等事項。

十二、承担来坊群余的登氾、分流、接淡、受理、交亦、督査等事項,配合鍵排来坊接

待中心的正常信坊秩序。

十三、負責市和市有美地区、部|]在来坊接待中心接待、豹坊、或会亦信坊事項的相美

狙須切商和后勤管理工作。

十四、い助倣好市民中心来坊群余的相美工作。

十五、負責倣好相美法律、法規的宣倍解経工作,引早来坊群余合理合法表送信坊訴求。

十六、負責倣好省委ギ通信箱、省K信箱、人民国同友留吉的亦理工作。

十七、完成市委市政府交亦的其他信坊任各。

第二部分  部 ,可 決算単位杓成情況

元錫市信坊局 2013年度部「可決算包含了元揚市信坊局机美和下属元錫市人民来坊接待中

心 (事立単位)以及相夫信坊工作的牧入和支出数据。

第二部分  2013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況

2013年 ,全市各象信坊部|]深入升展頷早干部接坊下坊、信坊矛盾集中化解、信坊工作

基層基硼建没等重点工作,釈板推逃 “事要解決",努力強化源共預防,依法規疱信坊秩序 ,

猥孤工作責任落実,大量的信坊同題得到及吋就地解決。

(一 )加張制度建没。完善信坊咲席会洪机制,健全狙鉄体系,明碗駅責分工,整合壮

大力量,強化制度建没,逃一歩友拝在決策部署、指早工作、家合跡凋、督促栓査等方面的

作用,工作的凝衆力和実敷性不断増張。対当前信坊工作存在的同題逃行凋研分析,及吋向

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意兄建洪。同吋,各地区各相美部「可決真貫御中央和省、市的決策部署 ,

把信坊工作擢在突出位置,加張狙須頷早,明碗責任分工,全力推劫落実。

(二 )深入升展頷早接坊。深入升展以市 (具 )区党政頷早力重点的接坊下坊活劫。格

党政頷早的接坊吋同、地点、分工等情況向社会公示。逃一歩完善頷早干部定期接待群余来



坊制度。把頷早干部接坊下坊作力党的群余路銭教育実践活劫的一項重要挙措。来用定期接

坊、重点豹坊、寺題接坊、帯案下坊等形式有什対性解決群余反映的信坊同題。

(三 )決真解決信坊同題。格及吋就地解決信坊同題放在突出的位置,堅持不辮地孤落

実。一是及吋引卜査化解矛盾多‖笏,按照径常‖卜査埼重点排査相結合的原只J,強化矛盾排査化

解和宗合分析研半J。 逃一歩規疱、完善矛盾多Ц笏‖卜査和稔定信息扱送制度,推劫排査工作常

恣化這行。三是含J新机制化解突出同題。生銭完善市十今矛盾多‖笏跡凋寺項工作狙机制,由

市信坊局集中対一今隣段内的重大突出信坊同題逃行引卜査杭理,凋研稔江,提交常各会洪研

究,孤好后銭措施的眼踪落実、督査督亦。三是落実責任解決初信初坊。明碗杵初信初坊的

亦理幼入作凩建没和須数管理繰合考核,井与単位的坪先Cll仇桂鈎,逃一歩圧実了有杖処理

信坊同題責任主体的責任和首亦責任制,提高了化解率和群余的満意度。

(四 )不断奔実基晨基砧。市委亦公室、市政府亦公室印友了 《夫干逃一歩加張和改逃

基晨信坊工作的意見》,市信坊工作頷早小狙亦公室制定了 《実施綱只J》 。一是硬件建没不断

加張。加張市 (具 )区和鎮 (街道)両象信坊平台建没,各市 (具 )区全面改ダ建人民来坊

接待中心。二是工作机制不断Cll新。建立信坊須敷考核机制 ,完善信坊事項社会平洪机制等。

三是工作投入不断加大。加大対信坊工作的投入力度,各地杵人民来坊接待中心的径費幼入

財政預算。四是宣借力度不断加大。与宣倍、司法等部門咲合,在媒体上声涯宣倍党和政府

解決民生同題的各項政策措施,宣倍 《信坊条例》。

(五 )銃等推逃臥伍建没。墾紋決真落実市委亦公室、市政府亦公室制定下友了 《美子

逃一歩加張信坊部「]頷早班子和干部臥伍建没的意見》。逸好配張頷早班子,注重新老結合 ,

合理搭配。安劇卜仇秀年経干部、后各干部和新提任副科駅干部到信坊部「]桂駅鍛燎,充分友

拝了信坊部「]培券鍛燎干部重要基地的作用。



元錫市信坊局 2013年度決算表

表 1牧ハ、支出決算忌表

葬葡部
.百

:          |
:

可

単位:万元

ll■入 支 出

項  目 行 次 決算数 項  目 行次 : 決算数

桂  次 桂  次

一、財政抜款 940。 92 一般公共服分 29 846.081

其中:政府性基金 二、外交 30

二、上吸ネト助ll■ 入 三、国防

4 四、公共安全 32

33五、教育四、径菅牧入

五、附属単位数款 六、科学技木 34

0。 22 七、文化体育与倍媒 35 :

36 :八、社会保障和就立

9 九、医庁工生 曜中州哩

34.6

十、市能不保

十一、城多社区事分 39

40 1

十三、交通這愉

15

16

十四、資源勘探屯力信息等事分 42

十五、商立服分立等事分 43

44

45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6

19 十九、国土資源気象等事分 47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48 : 60.4653
20

二十一、根油物資lit各事分 49

22 二十二、国債逐本付息支出 50

本年ll■入合汁

23

24 941。 1 本年支出合汁 52
:・

・ ‐

111:||_Ⅲ

用事立基金弥ネトll■ 支差額 25 結余分配

上年猪特和結余 26 響鷲懃▲ 54

:     合汁

27

941。 1`
56

注:以上数据含元錫市信坊局及下属元錫市人民来坊接待中心。

、事立Ll■ 入

六、其他Ll■ 入

14

十六、金融盗管等事分支出

十七、地震実后恢夏重建支出

十三、其他支出

941.ld



表 2財政抜款支出決算表

編制部|]:元錫市信坊局 単位:万元

項 目
合汁 基本支出 項 目支出

癸 科目名称

桂次

合汁 940.92

: 201 般公共服勢 846.08 846。 08

205 教育

210 医庁工生 34。 6 34。6

214 交通還輸

215
資源勘探屯力信息等

事分

216 商立服分立等事分

221 萎″堡1墜茎豊 60。4653 60。4653

229 其他支出

注:以上数据含元錫市信坊局及下属元揚市人民来坊接待中心。

第二部分 元錫市信坊局 2013年度決算情況悦明

一、枚入支出意体情況

(一 )、 収入恵汁 941.14万元。包括 :

1、 財政抜款 940.92万元,力市象財政当年抜付的資金。

2、 其他収入 0。22万元。力当年事立単位招聘扱名的相夫費用。

(二 )、 支出忌汁 941。14万元。包括 :

1、 一般公共服分 (癸 )支出 846。 08万元,主要用千信坊局机夫及事立単位保障机杓送

行、升展立分工作友生的基本支出。

2、 医庁工生 (癸 )支出 34。6万元,力信坊局干部臥■1及事立単位工作人員医庁保隆費

支出。

表 3“三公径費"支出決算表

制部 1可 :元揚市財政局

公分接待費
公●・‐用卒賄置及這

行費
因公出国 (境 )費

77。2552

940.92



3、 住房保障 (美 )支出 60。4653万元,主要用干信坊局机美及事立単位千部釈工数幼

住房公秋金、新駅工住房ネト貼以及友放的提租ネト貼支出。

(三 )、 “三公径費"支出情況

2013年 ,元錫市信坊局部「・
J“三公径費"支出決算 90。6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境 )費

支出 0万元;公分用牟賄置及這行費支出77.2552万元,其中市信坊局当年更新一輌公努

用キ,下属事立単位当年配各一輌公分用専,占 85.21%,公分接待費支出 13。4048万元 ,

占 14。79%。

第四部分 名同解経

一、財政抜款,是指市象財政当年抜付的資金。

二、事立収入,是指事立単位升展立分活劫取得的牧入。

三、上象ネト助牧人,指事立単位 1文到上須単位抜入的♯財政ネト助資金。

四、其他枚入,是指預算単位在“財政抜款、事立収入、変菅収入"等之外取得的収入。

五、上年錯結和錯余,是指以前年度支出預算因客規条件交化未執行完半、錆橋到本年

度按規定墾銭使用的資金,既包括財政抜款的結轄和錯余,也包括事立収入、径菅収入和

其他収入的箱轄和結余。

六、一般公共服分 (美 )支出,指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勢的支出。如財政局保障机1/AJ正

常這精、升展財政管理活劫所友生的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

七、教育(美)支出 指政府教育事分支出。包括教育管理事分、普通教育、駅工教育、成

人教育、声播屯机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等。如市教育局力保障机杓正常込特、升展

教育管理活劫所友生的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

人、医庁里生 (癸)支出,指政府医庁里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医庁里生管理事努支出、

公立医院、基屠医庁里生机4/AJ支 出、公共工生、医庁保障、中医豹、食品和あ品監督管理

事努等。如工生局及所属単位保障机杓正常還橋、升展医庁IE生管理活劫所友生的基本支

出和項日支出。

九、交通這輸 (癸 )支出,指交通這輸和山β政方面的支出。包括公路這輸支出、水路送

輸支出、鉄路込愉支出、民用航空送輸支出和郎政立支出。如水利局及所属単位升展交通

這輸管理活劫所友生的項目支出。

十、資源勘探屯力信息等事分 (美 )支出,指資源勘探屯力信息等事分支出。包括資源

勘探支出、制造立支出、建筑立支出、屯力盗管支出、工立和信息声立盗管支出、安全生

声盗管支出、国有資声盗管支出、支持中小企立友展和管理支出等。如国資委机夫 (含監

事会)所属単位履行取能、汗展立分等所友生的基本支出和項日支出。

十一、商立服分立等事分 (美 )支出,指商立服各立等事努支出。包括商並流通事分支

出、旅滸立管理埼服各支出、渉外友展服各支出等。

十二、住房保障 (美)支出,指政府用干住房方面的支出。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住房改革支出、城多社区住宅支出等。如行政事立単位按照国家政策規定向釈工友放住房

公釈金、提租ネト貼、胸房ネト貼等。

十二、其他支出,指除以上支出 (癸 )以外的其他政府支出。



十四、錆余分配,是指事立単位按規定提取的取工福利基金、事立基金利数劾的所得税 ,

以及建没単位按規定威上数的基本建没竣工項日猪余資金。

十五、年末錆特和結余資金,是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預算安引卜、因客規条件友生交化元

法按原汁支J実施,需要延退到以后年度継銭使用的資金,既包括財政抜款的鈷橋和錯余 ,

也包括事立収入、径菅牧入不口其他収入的箱橋/11察余。

十六、基本支出,是指力保障机/AJ正 常這轄、完成日常工作任分而友生的人員支出和公

用支出。

十七、項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力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各或事立友展目林所友

生的支出。

十八、“三公径費",是指因公出国 (境 )費、公分用牟賄畳及這行費和公分接待費。其

中,因公出国 (境 )費指単位工作人員公分出国 (境 )的住宿費、旅費、依食ネト助費、余

費、培り|1費等支出;公分用
=殉

置及透行費指単位公分用牟殉置費、租用費、燃料費、鍵

修費、述路道析費、保隆費、安全実励費用等支出;公分接待費指単位按規定升支的各美

公分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