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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2015 年度部门预算公开 

一、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 

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局是行政单位，主要职

责：    

（1）代表市委、市政府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接待人民

群众来访，保证信访渠道畅通；及时、准确地向市委、市政

府领导报告来信来访中的重要建议、意见和问题。 

（2）负责承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其他

领导同志转（交）办的信访案件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交

办的信访事项，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信访批示的落实情

况。 

（3）负责向各区(市)县、市级各部门及有关单位交办、

转办、督办信访事项；调查、协调处理重要信访问题。 

（4）协调处理群众集体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上访；向来信、来访群众提供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咨询，做好来访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 

（5）负责中央、省，市委、市政府领导转（交）办的

群众网络投诉建议的查实、办理和回复；负责本级群众网络

投诉建议的分类、筛选和对口交办、汇总工作；负责信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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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网络受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负责信访系统信息

化建设工作。 

（6）负责承办市政府一级受理的信访问题复查复核案

件；负责全市信访问题复查复核工作的管理；组织、指导、

协调、监督全市范围内各地区、各部门信访问题的处理、复

查、复核工作。 

（7）负责对全市信访工作的指导，了解并掌握全市信

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组织信访干部的培训；检查、指导、

协调区(市)县和市级各部门的信访工作；组织实施全市信访

工作的目标管理。 

（8）研究、起草有关信访工作的政策和有关规定；总

结推广各区(市)县和市级各部门信访工作的经验，提出改进

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通报重大信访问题和信访事

件，对在信访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推诿、敷衍、拖延的有关

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建议其主管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

应处理。 

（9）负责做好信访信息工作，及时整理上报和反馈重

要信访信息，供领导同志决策参考；负责信访工作的宣传和

信息发布；协调信访工作对外交流和联络。 

（10）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内设 10 个处室，市纪委派驻纪检监察室 1 个，无下设

二级预算单位以及附属和直属单位。 

（二）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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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4年 9月，我局正式编制公务员 41人，实有 39

人；正式工勤人员编制 4人，实有 3人；共计在职正式干部

职工 42 人。离退休人员共计 27 人，其中离休人员 1人，退

休人员 26 人。 

二、收支预算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5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1191.49 万元，比 2014 年

1241.39万元减少 49.9万元，增长/下降 4%。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1191.49 万元，比 2014 年

1241.39万元增加/减少 49.9万元，下降 4%.。 

2、上年结转 117.57万元，比 2014年 0万元增长 100%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视频接访延伸建设项目启动时间较晚，需

跨年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工作。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15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 1309.06 万元，比 2014 年

1241.39 万元增加 67.67 万元，增长 5.1%，其中：基本支出

预算 685.79万元，比 2014年 635.19万元增加 50.6万元，增

长 7.9%，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增加 2名在职人员，基本支出增

加；项目支出预算 623.27 万元，比 2014 年 606.2 万元增加

17.07 万元，增长 2.8%，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包含上年结

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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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说明 

2015年财政拨款安排支出预算 1191.49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项级科目金额与《当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一致，

列举重点项目金额与《当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一致。）：  

1、一般服务支出（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款）行政运行（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项）预算数为 500.2 万元，用于本单位日常办公等基本支

出。 

2、一般服务支出（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

事务（款）信访事务（项）预算数为 505.7 万元，用于项目

类支出。重点安排市群众接访中心提档升级项目 100万元，

主要用于让接访中心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信息化水平；市

信访局信访信息中心建设项目 150万元，主要用于建设联合

接访中心视频接访室，升级成都市视频接访中心，安装视频

接访设备及电视墙，提升视频接访质量；常年业务费项目

250.7 万元，主要用于全年信访业务工作经费；市信访局组

团赴台考察经费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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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元，较 2014年 6万元减少 1万元，

降低 17%。根据成台函[2014]26号文件通知精神安排的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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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国计划，拟安排出国（境）组 2 次，出国（境）4 人。

出国（境）团组主要包括市信访局赴台考察团，计划完成深

入系统了解台湾民众申诉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中的

地位和作用，吸收借鉴其在保障公民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等

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为如何创新和发展新时期信访工作

以及做好涉台信访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二）公务接待费 

2015年预算安排 7万元，较 2014年预算减少 6万元，

下降 85.7%，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来蓉访问批次数大幅度降低。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成都市信访局核定车编 10 辆，目前实际车辆保有量为

10辆。2015年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3万元，

较 2014年预算减少 8万元，下降 19.5%，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压缩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5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万元。 

2015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万元。用于 10辆公

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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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单位：万

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5 年 

预算数 

2014 年 

预算数 

2015 年

比 2014

年增长

（%） 

项          目 
2015 年 

预算数 

2014 年

预算数

2015 年

比 2014

年增长

（%） 

一、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191.49 1241.39 -42 一、基本支出 685.79 635.19 7.3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

款收入 
1191.49 1241.39 -42    其中：人员支出 389.56 433.42 -11.25

          基金预算拨款收

入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10.58 118.29 43.82

二、当年事业收入           基本公用支出 62.59 59.51 4.92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机动经费 23.06 23.97 -3.86

四、上级补助收入   二、项目支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行政运转类 623.27 606.2 2.74

六、其他收入           事业发展类  

            社会保障类  

            经济建设类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191.49 1241.39 -42 本年支出合计 1309.06 1241.39 5.17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

额 
  五、事业单位结余分配   

八、上年结转 117.57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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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1309.06 1241.39 52 支    出    总    计 1309.06 1241.39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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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编制单位：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 ** ** 

 合计 1,309.06 685.79 623.27 

326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1,309.06 685.79 623.27 

326310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本级 
1,309.06 685.79 623.27 

 

【2010301】行政运行（政府办公厅（室）

及相关机构事务） 
500.2 500.2  

 【2010308】信访事务 572.93  572.93 

 【2079999】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0.34  50.34 

 【2080504】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54.96 154.96  

 【2100501】行政单位医疗 21.64 21.64  

 【2100503】公务员医疗补助 8.99 8.99  

 

 

 

当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编制单位：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局 单位：万元

项    目 

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金额 

** ** ** ** ** 

326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623.27 

 310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本级 623.27 

  2010308 市群众接访中心提档升级 100 

   常年业务费 250.7 

   市信访局信访信息中心建设 150 

   市信访局组团赴台考察经费 5 

   2014 年结转中央巡视组接访工作经费 67.23 

  2079999 视频接访延伸建设 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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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表 

编制单位：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

信访局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明细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三公经

费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小计 

公务用车运行费

小计 

公务接

待费 

** ** ** ** ** ** ** 

326301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

民政府信访办公室本级 
45 5 0 3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