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郜市纪委监察局⒛15年度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 )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

中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是行政单位,主 要负责全市

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内设 19个职能处室、机关党委,下

设 1个培训中心。

(二 )人员情况

截止 ⒛14年 9月 ,共有总编制 165名 ,实有在职人员 143

人。其中:行政编制 I39名 ,实际 137人 ;事业编制 8名 ,实 际

1人 ;工勤编制 18名 ,实 际 5人。离退休人员 56人 ,其 中:离

休人员 5人 ,退休人员 51人。

二、收支预算说明

(一 )收入预算说明

2015年部门预算收入 (行政运行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预算

收入 )总 计 3808.7万 元,比 2014年 48㈨。“ 万元减少 I081。%

万元,下 降 22%。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

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行政运行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预算

拨款收入 )3808.7万 元,比 ⒛14年 48㈨。“ 万元减少 1081。%万



元,下 降”%,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纪工委人员的调整,在职人数

由206人变为 143人 ,减少 “ 人。

(二 )支 出预算说明

2015年部门预算支出 (行政运行及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预算

支出)总 计 3808.7万 元,比 2014年 4890。⒍ 万元减少 1081。%

万元,下 降 22%。 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2⒆2.82万元,比 ⒛14

年 3026.64万 元减少 933。昀 万元,下 降30%,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

在职人员减少;项 目支出预算 1715.88万 元,比 2014年 18“ 万

元,下 降 7%。

(三 )当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说明

20⒗ 年财政拨款安排支出预算3808.7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纪检监察事务(款 )行政运行(项 )

预算为 1649。 兕 万元。用于人员工资、津贴奖金等日常公用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 )纪检监察事务 (款 )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 (项 )预 算数为 15ω。88万元,用 于纪检监察专项工作

开展。

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类 )纪检监察事务 (款 )其他纪检

监察事务支出 (项 )预算数为 150万元,用 于其他纪检监察事务

支出。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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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45万 元,用 于支付退休

职工的生活补贴。

5.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类 )医 疗保障 (款 )行政单位

医疗 (项 )%。 1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

6.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类 )医 疗保障 (款 )公务员医

疗补助 22.62万 元,用 于医疗门诊补助保险。

三、财政拨款安排
“
三公

”
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一 )因 公出国 (境 )经 费

2015年 预算安排 37万元,较 2014年 45万元碱少 8万元 ,

下降 17%,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调减因公出国 (境 )计划。

(二 )公务接待费

2015年预算安排 50万元,与 ⒛14年预算持平。

(三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市纪委核定车编 48辆 ,目 前实际车辆保有量为。43辆。⒛ 15

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等费用 1免。4万元,较 ⒛14

年预算减少 20.5万元,下 降 11%。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减少燃料、

停车等费用的支出。



收支顶算总表
编制单位:屮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⒗ 年

预算数

20"年

预算数

2015年

比2014

年增长

(°/o〉

项 目

⒛‘年

预算数

⒛Ⅱ4年

预算数

⒛Ⅱ5年

比⒛14

年增长

(°/o)

当午财政拨款收入 38087 489064 2̄200 基本支出 2、09282 302664 3̄000

其 !|丨 :公共财政顶算拨

款收入
38087 489064 2̄200 其屮:人 贝攴丨| 1,17559 !783 13 3̄400

堆金预箅拨款

收入
刈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0】 66 78352 2̄300

当亻丨i事业收入 基本公用支出 25878 37945 3100

二、△业单位经背收入 机动经费 5679 8054 -2900

″H、 卜级补助收入 项目支出 171588 1864 7̄00

五、附属单位 L缴收入 行政运转类 171588

六、其他收入 事业发展类

社会保障类

经济建没类

二、 h缴 ∴级攴丨||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午收入含讠| 38087 489064 2̄200 本亻r攴 }||合讠| 380877 489064 -220θ

七、用△业lt金 弥补收艾若

额
五、事业单位结氽分配

八、上亻1i结 转 其中:转入事业基金

其中:上年财政拨款指

标结转
六、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38087 489064 2̄200 支 出 总 训 38087 489064 2̄200



当年财政拨款支出顶算表

编 |刂 单位 :丨 |l共 成都 lj纪委、成都 lll|临 察局 单位 :万元

科 冂编廿j 科 目名称 含讠丨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38087 2,09282 171588

—般公共服务支出 336546 1,64958 171588

201】 l 纪检j临察事务 336546 l,64958 171588

2011101 行政运行 (纪检监察事务 ) l,64958 l,64958

20】 】lO2 股̄行政管理事务 (纪检监察事务 ) 156588 156588

2011199 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

社会倮障和就业支出 34445 3444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4445 34445

木丿|凵 管珥的行政ψ位离退休 34445 34445

氏疗 丨∴生与训划△自攴出 9879 9879

2】 005 医疗保障 9879 9879

2!00501 行政单位医疗 7617 7617

2!005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262 2262



当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编制单位:中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 单位:万元

I币 Fi

金额
科日编码

单位名称 (项 目名称 )

类 款 项

^
口

171588

中共成都市纪委本级 171588

-般公共服务艾出 171588

纪检l盥 察事务 171588

面对面行风政 lxk节 目 12000

党风廉政建没满意度调奄、政风行lxt测 评调佥专项 】1⒉000

党员教育培训经费

调研课题经费 ∶(;000

∶l 廉政义化建没专项
"仵

经费 !.;000

l! 纪检 |临 察业务辅助决策攴撑平命 3000

l! 信息网络建泼 34400

l】 廉洁成都建设宜传专项经费 80000



财政拨款安排
“
三公

”
经费表

编制单位 :!|丨 共咸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 单位:万尢

堆位代码 单位名称

二公经费攴出吵J细

二公经费

合讠|

因公出国

(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

置费小计

公务用车运

行费小计

中共成都市纪委 24540 3700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