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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1、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认真履行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的职责。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

深入调查研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3、面向社会、面向实

际，开展智力扶贫、科技扶贫、社会办学等社会服务工作，促进社会

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4、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整体素质，通过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努力建设

成为适应 21 世纪的高素质参政党的地方组织。 

 （二）2016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加强思想建设，凝聚政治共识 

我们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中央、省、市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九次

全会精神、中共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与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在思想、政治、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被民进四川省委评为 2016 年度综合工作先进单位、新闻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机关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一是以领导班子领学带动全会思想建设 

全年先后举办了 4 次中心组学习会、3 次基层负责人会议，集中

重点学习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讲话》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十届九次全会、

中共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十三五‛规划、‚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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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布局‛‚六个建设推进‛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按照《民进

中央关于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下发通知要求全

会各基层组织将此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

织，做好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各项工作。充分认识中共十八届六中全

会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将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与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民进工作实际结合起来，

认真领会新形势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认真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举措

和新要求，更加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切实加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进全会的道路、目标、价值认同，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围绕大局和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系列活动 

举行了 2016 年全国‚两会‛精神传达会暨中心组学习会，全国人

大代表、民进成都市委主委傅勇林传达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成都市委副主委杨建德传达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精神，各基层组织负责人、成都民进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参

政议政积极分子、民进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近 200 人参加了报告会；开

展了‚我为‘十三五’做贡献‛主题活动:组织会员学习座谈国家、四

川省和成都市的‚十三五‛规划，召集会员中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围绕我市‚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中共成都市委十

二届七次全会确定的“一个目标、五维支撑、七大任务”的“157”总体思

路，认真思考成都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

策，为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贡献；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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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四川省委 2016 年统战理论研究五个中标课题中，我会两个课题

《新时期民进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和《如何发挥政

党协商的独特作用》入选，骆天银撰写的《勇担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光荣使命》，被成都市委统战部采用；加强会内外宣传，及时

撰写、报送会内重大活动、履职亮点、基层组织活动和优秀会员事迹，

全年在各类新闻媒体累计发表稿件 168 篇，其中民进中央采用 17 篇，

省委统战部采用 3 篇，民进四川省委采用 78 篇，成都市政协采用 43

篇，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采用 27 篇（以上数据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

数量和质量都较往年都有所提升；继续办好《成都民进》，全年来出刊

4 期，根据形势和学习实践活动各阶段的主题开辟专栏，及时转载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及重要指导性文章，辅助会员学习，登载会员思想认

识和经验交流文章，刊载各基层组织活动、动态，使《成都民进》成

为基层组织和会员学习交流的平台。 

三是深化政治交接，圆满完成换届工作 

民进中央和民进四川省委要求换届的过程成为深化政治交接、发

扬优良传统的思想教育过程，成为进一步加强会风建设、严明各项政

治纪律的过程。从 5 月份启动换届工作以来，我们严格按照会中央和

民进四川省委的要求，加强换届政治性、纪律性的宣传，营造风清气

正的换届环境。在换届过程中，明确责任，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和程序，

做到既有组织保障，又有思想保障，确保这次换届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经过民主协商酝酿，选举产生了民进成都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实现了

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为开创成都民进各项工作新局面奠定了良好基

础。 

2、以换届工作为抓手，推进自身建设 

今年是成都民进的换届年，我们以换届工作为抓手，使换届成为

优化班子结构，推进队伍自身建设的过程，成为提高全会素质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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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被民进四川省委评为 2016 年度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一是继续加快组织发展，优化人员结构 

全年发展率为 4.3%。全年发展 86 名，发展率 4.3%，其中男 35 人，

女 51 人，平均年龄 37.7 岁。大学以上学历 67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13

人，博士研究生 6 人），大专 17 人，中专 2 人。教育界 37 人（其中高

教 15 人），政府 20 人，公有制经济 6 人，非公 23 人。 

二是抓培训，重推荐，搞好干部队伍建设 

推荐会内 20 余人参加省委统战部、省社会主义学院、市委统战部、

成都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党外骨干培训班、党外干部培训班学习培

训；选派 10 余名基层干部参加民进省组织的基层负责人培训班学习；

推荐了 3 名会员分别德阳及机关各部站挂职中层及以上干部；推荐 4

名会员分别作为成都市地税特约监督员、节水办特约监督员及法院特

约监督员。 

按照中共市委统战部‚关于进一步推荐党外代表人士后备人选‛

的通知精神，推荐 180 名会员作为后备人选；结合各区（市）县人大、

政协、各大专院校班子换届及调整，市委会主要领导就会内人才推荐

安排、多次走访各区（市）县及高校统战部，推荐会员作为后备干部

人选 40 余人；分别整理人头材料以正式公函形式送交相关推荐单位，

共整理撰写人头材料 200 余份。 

三是加强联系沟通，为政治安排奠定基础 

为了顺利完成政治交接，市委领导班子加强与各单位党组织、和

区（市）县统战部加强横向联系，定期以电话或现场走访的方式对基

层组织和会员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在全年召开的 3 次基层负责人工作

会上，专题研究民进会员的推荐建议以及推荐方向问题，对具体工作

进行部署和交流。 

四是构建科学合理、合作共事的基层班子 



 

 — 5 — 

今年以来，我们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市委领导班子分片联系基层、

常委分片联系基层、机关干部联系基层等制度。在一系列制度的保障

下，完成了 8 个基层组织换届增补工作：青羊总支、邛崃支部、中联

一支部、中联三支部完成换届工作；成都大学支部、成师院支部、锦

江总支、出版支部班子成员完成增补工作；成立武侯总支。 

五是提升机关工作质量及效率，有力推进各项职能工作 

一是不断提高公文质量，做好公文编发工作，为领导、各基层组

织和会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二是精心组织重要会议，完成主委

会、常委会、全委会、基层骨干会员培训会等重要会议的筹划、安排

协调、服务工作。三是充分发挥“总调度”和“中转者”的作用，保证了

民进中央、民进省委和市委会精神的传达、贯彻落实。四是做好目标

工作，随时跟踪市委督查室的工作进度，按照目标要求，高质量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五是做好财政经费预算，开支项目巧安排，保证了机

关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六是认真做好兄弟市委会考察、调研接待工作，

今年圆满接待了秦皇岛、唐山、武汉、厦门、西安市委会来访。同时，

完成了机关干部全员加入社保工作；机关副处级及以上实职干部完成

专题培训和知识信息库必修课程学习；选派机关干部 1 人参加到彭州

市鹤鸣村驻村任第一书记；组织退休局级干部 15 人次参加体质检测以

及体检工作；完成在职人员工资正常晋升报审批手续；探望基层组织

病、逝会员近 20 人次。  

3、参政议政取得显著成绩 

2016 年是民进参政议政工作主题年，为贯彻落实好民进中央‚以

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为主线，加强参政议

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深入开展调研，认真收集社情民意，

及时报送提案建议，积极探索参政议政人才队伍建设、深化集智聚力

的体制机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被民进中央评为全国参政议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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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单位、被民进四川省委评为 2016 年度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统战理论

工作先进单位、网络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一是认真履职尽责，抓实建言献策核心工作 

我会高度重视全国、省、市三级‚两会‛。在年初召开的人代会中，

我会人大代表提交了建议 45 件（市级）；在政协会议提交提案 74 件（市

级，其中集体提案 11 件）。《关于完善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法律保障机

制的建议》、《关于优先加快发展先进轨道交通产业高地的建议》 被列

为市委、市政府重点提案。 

提交‚两会‛期间大会发言《关于优先加快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集群的建议》、《关于以智能化方式解决我市停车难问题的建议》

材料 2 篇。其中，《关于以智能化方式解决我市停车难问题的建议》得

到时任市委书记黄新初同志的批示：‚分送机关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人

参研‛，建议得到了市级相关部门的采纳。 

二是充分发挥界别优势，抓准调研建议方向 

紧紧围绕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省委‚三

大发展战略‛，市委‚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部署，围绕中共

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认真选题，采取多

种形式，组织调研活动，形成《调研与建议》13 篇。 

围绕‚城市动力‛，‚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以及‚创业之城、圆梦

之都‛等‚创新创业‛方面，完成调研报告《关于四川大学生创业保

障体系的调研和建议》《关于助推无溶剂排放涂料的创新创业 促进相

关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围绕‚城市文化‛，完成调研报告《创建‚亚

欧影视联盟‛，把成都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影视业的中心枢纽》《加

快推进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建议》《关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相

关建议》《关于建立成都大熊猫城市品牌运营管理机构的建议》《关于

成都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议》；围绕‚城市经济‛，完成调研《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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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去库存的对策建议》《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建设新型金融城市》；

围绕‚城市民生‛，完成调研《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与立法问题

研究》《关于医疗信息系统孤岛问题的调查及建议》《关于助推简阳教

育均衡发展并融入大成都教育新格局的建议》；围绕‚城市治理‛，完

成《关于成都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调研》。其中《关于四

川大学生创业保障体系的调研和建议》得到成都市副市长刘宏葆同志

的批示：‚此文很有针对性和前瞻性！请是人社局济环局长阅研，并积

极构建大学生创业保障体制体系‛。《关于成都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社

会治理问题调研》得到成都市副市长田荣同志的批示：‚感谢对青少年

成长的关爱，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视。请团市委呈祥

通知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并借鉴建议，进一步优化措施，切实促进青

少年成长进步‛。《关于助推无溶剂排放涂料的创新创业 促进相关产业

转型升级的建议》、《关于解决医疗信息系统孤岛问题的调查与建议》

被报送至全国政协。《关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相关建议》被选作

市‚两会‛期间联组会议发言。 

三是立足社情民情舆情，扎实开展信息工作  

1.领导重视，带头撰写社情民意信息。主委及领导班子成员带头

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年度累计 7 篇，其中，由温建平副主委兼秘书长

撰写的《关于我市大源片区组团交通管理的建议》，由胡方廷副主委撰

写的《关于解决我市停车难的建议》等，都及时反映了城市管理、城

市交通等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意见，得到了市交委

等相关部门的采纳。 

2.主动作为，进一步提升信息水平。我们坚持把关注民生、体察

民情、反映民意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期或不定期

向委员约稿，及时整理上报。全年向省委会、市委办公厅、市委统战

部、市政协报送信息 92 条，其中省政协采纳 4 条，市委办公厅累计得

http://125.70.9.206:8060/cdzx/opinion/javascript:void%20window.open('opinionInfo.do?action=showDetail&id=32908da45761ee1b01576f650156005a','XX3','%20left=0,top=0,width='+%20(screen.availWidth%20-%2010)%20+',height='+%20(screen.availHeight-50)%20+',scrollbars,resizable=yes,toolbar=no')
http://125.70.9.206:8060/cdzx/opinion/javascript:void%20window.open('opinionInfo.do?action=showDetail&id=32908da454d90c8a0154f0bee0e400dc','XX18','%20left=0,top=0,width='+%20(screen.availWidth%20-%2010)%20+',height='+%20(screen.availHeight-50)%20+',scrollbars,resizable=yes,toolbar=no')
http://125.70.9.206:8060/cdzx/proposal/javascript:void%20window.open('proposalInfo.do?action=details&id=32908da452301e1a01523381989902db','OIURS1','%20left=0,top=0,width='+%20(screen.availWidth%20-%2010)%20+',height='+%20(screen.availHeight-50)%20+',scrollbars,resizable=yes,toolba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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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48 分，在市级民主党派中和工商联排名中位列第 4 名（截止 9 月），

被省委办公厅及中央办公厅采纳比例大幅提高，中央办公厅采用 2 条，

省委办公厅采用 2 条，累计得分 16 分。 

3.布点征集，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不断加大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队伍建设的力度，利用专题学习、委员约谈、小组活动等多种形式，

加强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会员的联系沟通，加强实地调研，特别

是在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交通物流、经济法律等重要领域，建立了

信息通讯员，拓宽了信息渠道，取得良好成效。  

四是调动参政议政积极性，抓好人才和工作机制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了《成都民进调研工作方案》，改进了调研评审制

度，使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和制度保障工作更加有序、规范，确保了调

研数量和质量；二是建立了参政议政人才档案，加强了对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以及会员的培训和联系，不定期召开基层支部负责人和信息

员学习会、通报会、交流会，建立了成都民进参政议政微信公众平台

及 QQ 群，帮助各基层组织和会员知情明政，更好地撰写报送信息。 

4、加大社会服务力度，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新贡献 

按照民进中央增进社会服务政治性、公益性、组织性和实效性的

要求，不断改进社会服务工作的体制机制，注重发挥会员优势特色，

提高服务实效，在精准扶贫，助推我市教育文化科技发展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被民进四川省委评为 2016 年度社会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一是继续抓好扶贫点的帮扶工作，精准扶贫 

1、到我会对口扶贫点开展帮扶活动。春节前，民进成都市委主委

傅勇林率市委会机关相关负责人到宿仙村慰问困难群众，给宿仙村困

难群众送去了慰问金。5 月, 民进成都市委组织民进武侯支部赴宿仙

村开展‚中医送温暖，法律进乡村‛活动，为当地 600 村民进行了免

费诊断、健康咨询，并发放了部分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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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照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和市扶贫办的要求，在今年党

派换届、机关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派出专职干部一名，与彭州市民政

局的同志一道，驻贫困村帮助工作。我会还与成都市质量技术检测院

水质监测中心联系，为鹤泉村的芦茅泉、文家泉 2 个泉水，做了水质

监测，为村上节约资金约 1 万余元。  

3、积极参与市委统战部组织的‚成都统一战线开展甘孜行‛活动

向巴塘县中学捐赠了价值 10 万均的图书和 2 万元现金。企业家联谊会

了解到巴塘藏区是包虫病等传染病多发区，专门为巴塘中学捐送价值

12 万的红外线洗碗机。 

    二是积极开展送文化下乡、捐资助学、教育培训、司法帮教等活动 

1、继续开展送春联下乡活动。春节前，我们组织成都民进书画院

成员在都江堰、新都区、双流等地开展送春联下乡（进社区）系列活

动，为当地群众免费写春联 800 余幅，受到群众欢迎。 

2、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教活动。在新都泰兴中学开展讲学活动，为

泰兴中学语文教师进行《语文课文文本多维度的解读》；金堂总支在高

板中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宣读活动，该校 600 余名校领导、家长、

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妇儿工委在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书香满

校园，书卡融爱心‛活动，为该校学生捐赠 85 张书卡；积极推动校园

阅读活动，在成都市抚琴小学和天回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送书读书活

动；市委会协同武侯总支在三圣乡李家花园大厅举行对口支持彭州市

敖平镇鹤泉村精准助学募捐仪式，拟在会内筹集资金，用于鹤泉村 5

名留守儿童的部分学习生活费用；彭州总支在太清博世九年制学校（民

进乡村支教基地），开展支教并精准扶贫活动，爱心捐助六名家庭特困

学生。 

2016 年，成都民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在看到成

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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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能力水平需进一步提高；组织建设中，会员年龄

结构、界别结构仍待改善；社会服务的特色、品牌有待进一步探索；

机关工作的规范化需进一步加强等等。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

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当前，成都发展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中共四川省委对成都提

出了‚抓住六大历史机遇、完成六大历史任务‛的重大要求，为成都

新时期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共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明确提出，成

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要把中

共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确定的“一个目标、五维支撑、七大任务”

的“157”总体思路贯穿到参政议政工作之中，主动肩负起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历史使命，努力使成都民进成为讲政治、守规矩、敢担当、有

作为的参政党地方组织，为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再立新功！ 

二、部门概况： 

无下属二级单位。 

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016 年民进成都市委会收入合计 540.23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

加 52.52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 2016 年召开了代表大会。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 540.23 万元，占 100%。无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其他收入。 

 

 

 

 

2016 年民进成都市委会本年支出合计 540.23 万元，与 2015 年相

比增加 52.52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 2016年召开了代表大会。其中：基

本支出 388.50 万元，占 71.92%，减少 33.8 万元，主要原因是退休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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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保；项目支出 151.73 万元，占 28.08%，增加 86.32 万元，主要原

因是 2016 年进行了换届工作；无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民进成都市委会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540.23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52.52 万元、支出增加 52.52 万元，

增长 10.77%，主要变动原因 2016 年召开了代表大会。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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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成都市委会 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540.23 万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 2015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增加 52.52 万元，增长 10.77%，主要变动原因 2016 年召开了代表大

会。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民进成都市委会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540.23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9.29 万元，占 79.46%，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72.35 万元，占 13.39%，医疗卫生支出 12.54 万元，占

2.32%，住房保障支出 26.05 万元，占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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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77.57 万元，完成预算 100%。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项）2016 年决算数为 151.73 万元，完成预算 100%。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

单位医疗（项）2016 年决算数为 9.24 万元，完成预算 100%。 

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

员医疗补助（项）2016 年决算数为 3.3 万元，完成预算 100%。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3.8 万元，完成预算 100%。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25 万元，完成预算 100%。 

7、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3.35 万元，完成预算

100%。  

8、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未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16 年决算数为 47.59 万元，完成

预算 100%。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其

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16 年决算数为 1.41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民进成都市委会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88.50 万

元，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33.8 万元，主要原因是退休费进入社保；其

中：人员经费 356.69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



 

 — 14 —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养老保险、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住房公积金、购

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31.81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邮电费、接待费、工

会经费、福利费、公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民进成都市委会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3.76

万元，完成 100%，其中：2016 年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未安排出

国（境）任务；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3.4 万元，完

成预算的 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36 万元，完成预算 100%。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5 年减少 3.92

万元，下降 51%，其中：无因公出国（境）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支出决算减少 3.78 万元，下降 52.64%，主要变动原因公车改革；公

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 0.14 万元，下降 28%。主要原因是接待任务减

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无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未安排出国（境）任务；公务用车购臵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决算为 3.4万元，占 90.4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36万元，占 9.58%。

具体情况如下： 

  90.42% 

9.58%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

明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

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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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6 年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未安排出国（境）任务。 

2、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 

2016 年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 3.4 万元，其中： 

无公务用车购臵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3.4 万元。主要用于调研、组织发展、机

关建设、社会服务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 

2016 年公务接待费 0.36 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

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 2 批次共计 27 人，

共计 0.36 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民进厦门市委课题组赴成都调研，金

额 0.12 万元；民进西安市委会赴成都走访学习交流，金额 0.24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 2016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支出。与

2015 年相比减少 2.25 万元，主要原因是结构调整，不再安排政府性基

金。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 年度，民进成都市委会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1.81 万元，比 2015

年增加 15.12 万元，增长 91%，主要变动原因是因为增加执行车改发放

公务交通补助。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 年度，民进成都市委会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5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5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6 年工作需要进行设备更新，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5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工作的持续开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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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工程支出、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对小微企业的政府采购情况，因办公设备生产商基本不是小微企

业，在政府采购定点供应商中按报价选择供应商，供应商多为小微企

业。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民进成都市委会公有车辆 1 辆，其中：

无省部级领导干部用，一般公务用车 1 辆，无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

备，无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对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开展了绩效目标管理，共编制绩效目标 1 个，涉及财政资金 15 万元。

开展预算收支整体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资金 540.23 万元，覆盖率

达 100%。 

十、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指用于保障机关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项）：指用于民主党派建设、参政议政调研、开展基层组

织活动等工作的项目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项）：指用于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

用于机关工作人员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

单位医疗（项）：指用于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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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

员医疗补助（项）：指用于机关在职、退休人员的公务员医疗补充保险

缴费。 

8、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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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

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

和公务接待费。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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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臵支出(含车辆购臵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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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1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

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曰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臵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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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费用。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都市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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