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州市商努局
2019年部門預算編制悦明

一、基本取能及主要工作

(一 )込州市育券局撃能筒介

迷州市商弁局主要工作取責足:汰真貫御落実市委四届六次

七次仝会賢市委経済工作会洪和仝省商券工作会洪精神,堅持

“稔中求逃"工作恙基凋,貫物新友展理念,落実高反量友晨要

求,以商賓供分叡1結杓性改革力主銭,El統杓定 “秦巳地区商貿

中|む "曰 林,実施商券経済高反量友晨 “七大工程",カ カロ快実

現“両企定位 "、 杏力争奄1仝省経済副中′む貢献商券智慧和力量。

仝市服券立増カロ値増速 10%,力 争 10.1%以上,仝市社会消費品

寒害恙叡増速 11%,力 争 11.5%以上,仝市外貿選出口実現 1.5

化美元。

(二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菫′点工作

一足実施消費升坂工程,促逃城多市場持袋繁東

1.各去 (市 、区)要提升打造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商立 (歩

行 )示 疱街。促逃迷州 “春熙路"大北街、迷州 “完窄巷子"小

北街的立恣升象和服券品反提升。

2.持紋升展 “迷州地林容鉄"坪 しヒ、“迷州老字号"決定、

“合在四川・未在迷州"等餐鉄品牌建浚活功,打造一批緑色餐

鉄品牌企立,用 ′む倣好 “品迷州菜品、涛迷州美景、沸迷州故事、

享迷州人文"速篤文章。

3.4須企並参カロ市場拓展三大活功,実施 “十百千"工程。

精′む等亦第九届秦巳地区商品交易会,倣噛区域会晨品牌。深入



推逃迷州名特仇声品、老字号商品走出迷州,走向全国。

4.実施 “家政元愧"工程,依托ミ川区班代家政和渠芸医

赤教結合基地,俎鉄供求対接,升晨技能培り|,培育行立九共 ,

微張家攻行立 “巴山妹子"和 “宕渠ナエ"品牌。

5.引 早大型商超硝告同点向水村市場延伸,改造水村殉物

不境和提升11店信息化水平,不断満足水村消費需求,激活水村

消費市場。

二足実施市場好化工程,促逃市場体系更カロ完善

1.接照 “快什ム、ネト什久、需什ム、建什久"的 思路,在

通川区西外片区規女1建浚仇反海鮮声品集散中|む ,在魏家規支1建

浚中菊材市場,私板培育不城好一新笏須軽服市場,在姪升区規

支1建浚木材市場,在大竹去規kl建浚竹声品等寺立市場。

2.持須推逃商貿流通止信息化、林准化和集釣化友晨,か

快推逃 10家大市場 (実場 )提楷升鉄,微実迷川区吉金実上二

手キ市場、好一新五金机屯市場中的灯具家屯信、逍川区不城好

一新水声品批友市場中的疏菜水呆区的統一結算集中1文銀,芥共

銃十基袖,仝年服券立完成規 (限 )上入岸企立 170夕 。

3.落実商外部等 12部委 《美子推逃商品交易市場友晨平合

径済的指早意几》精神,実施市場提升 “1251"工程,ヨF培育週

川区好一新批友市場年交易叡実現 100化元,迷川区物柳商貿集

果区年交易額突破 200化元,万源市、升江芸各培育 1今年交易

叡上 5化元的服券立集衆区,宣 沢芸、渠去、大竹芸各培育 1企

年交易叡上 10化元的服券立集衆区。

4.着力打造完善任和春大、笙星国昧、升準片吻核′む商圏

等城市綜合体,形成城市新亮点和消費新増K点 。



5.主 功対接商貿型国家物流枢俎承載城市規支1,重 点カロ張

商貿流週集榮区、大型流通市場、城市共同配送回箸、迷州海美

等方面的項目包装,力 争一批大型商貿流通項目得到国家和省的

政策、資金重点支持。

三是実施外貿攻堅工程,促邊対外貿易突破友晨

1.成 立外向型経済友晨工作頷早小俎,建立相美工作机十1,

引逃外貿寺立人オ和繰合服券公司,llT凋解決逃出口立券操作辻

程中的困堆和同題。墾須推逃埜升区争唸1国 家象姪済技木升友区

和国家須高新技木升友区工作。

2.国 統 “6+3"声 立,実施外貿攻堡十大工程,引 逃カロエ賓

易企並 3-5家 ,新増出口企立 50家 ,培育選出口額上 2化元的

企立 1家、上 3化元的 1家。

3.指早変升区燐硫化工、大竹笏象戦服、宣沢新材料利渠

去西部国際服佑城等基地争奄1省 象外貿出口示疱基地。llrt住迷州

浚立海美、推逃 “西合"建浚契机,探索友晨跨境屯商,建立保

税商店和免税宣硝図点。

4.主功融入国家 “一帯一路"哉略,充分利用 “片交会"、

“夏沿会"和 “逃口博克会"等会晨平合,主功承接末部カロエ貿

易的梯次特移。俎鉄外貿企立秋板参カロ“万企出国11"活 功,神

助企立升拓国昧市場,■更多 “迷州造"声 品走出国11,走 向世

界。

四足実施区域協同工程,促逃区域商貿加快友晨

1.建立川末北経済区商貿資源信息服券平合,実現商貿姿

源仇勢互ネト共享。依托川末北径済区 “十大"活功平台,互相俎

囲参カロ商貿会展活功,互浚特色声品宜硝 11店 。



2.定立川末北盗済区商貿定期洵通和学コ交流机制,カロ張

商券主管部 11咲系交流,互派千部桂取般燎。不断強化区域行立

商会 (休会 )交流合作,定期召升咲席会,共渫区域商貿変済友

晨。

3.オし実推逃末西協作落地落実,実施 “迷菜入舟,舟鮮入

迷"工程,有残促邊丙地声品 “双向"流逍。

五足実施商貿張基工程,促逃商貿流 il■仇勢厚植

1.張力推逃商券頷域供分叡1結杓性改革和 “放管服"改革 ,

次真落実促逃和保障民菅盗済健康友晨的実施意見,不断仇化菅

商不境,実施商貿飯域 “迷商口31"工程,似到 “三寒"(准入

寒常批、規費寒牧取、服券寒距高 )“ 三ネト"(ネト租金、ネト晨費、

ネト逃口)“ 三火"(火規模、失貴献、火並恣 ),推功恙部回辻、

項目回引、資金口流、人オロ多,力 商券姪済高反量友展提供新

功能。

2.深入升晨城信商貿企立唸1建活功,建立健仝企立盗菅昇

常名永、失信企立″
黒名単

″、咲合冬戒等十1度。制定ネト基袖、美

貢献、分茉誉、張推介的政策扶持体系,鼓励企立微大倣張。

3.堅持 “管行立必須管安/1N、 管立弁飴須管安全、管生声

盗菅必須管安全"的原只1,健仝和落実安全生庁責任市1,推功杓

建安全凩隆分須管控和聰患劇}査治理萩防工作机制,有残防疱安

全生声ヌ隆,堅決邊キ1民瀑、二手率、扱友卒、拍美等特殊流理

行並重特大安全事故,碗保商ズ頷域安全形勢持須向好,切 共似

至1安全米商、商券力民。

4.持須孤好不保治理、家治策樵、信労防邪等工作
″
西企責

任
〃
的落実。千方百十推逃迷商集囲茨lll工 作和商貿国有企立改



十1改革遺留同趣的丈理,碗保商券行立安全樵定。

六足実施屯商融合工程,促逃屯子商券集果友晨

1.着力推逃本土屯商企並整合,在主城区規災1建浚 “川末

北屯商集衆区",招 引区域性、功能性恙部屯商企立和均其美咲

配套企立落声入駐,有 四川文理学院共定校地屯商人オ培ツ1基地。

カロ張均全国如銘屯商企立合作,推功盤甘集困和猪八戒回川末恙

部項目落地,搭建服券交易平合、人オ平合、超象孵化器、回貨

博克中′む載体,実現象上銭下融合友展。

2.持須カロ大対本地屯商企立培育力度,引 早借銃企立カロ快

向屯商結型,建成以夭水回、新水恵、供硝回仇力代表的 10企

行立11声 回堆和在銭交易平合。着力培育末升大方房、新天泰医

菊商城、赤字易均等大型屯商企立実現年交易叡 1化元以上。恙

向科技、梓臭回科、女神食品等 10家 屯商平合及泣用企立完成

升規入銃。

3.挙亦川末北第二届 “城信杯"屯子商券奄1新奄1立 大界 ,

激友奄1新奄1立 活力。鼓励四川文理学院、迷州取立技木学院等升

没屯商寺立,培赤屯商高須管理人オ,鼓励屯商跡会升晨屯商実

操培)|,提高寺立水平。

4.か大国家 (省 )象屯商逃水村示疱芸項目建没,支持升

江芸争取国家須屯商逃水村示疱項目。累十定成 7企屯子商券服

券中′む,1200企 多 (村 )屯商服券靖点,不断仇化屯商服券中|む

和多村服券堵点功能,拓完水声品上行渠道,促水増牧致富。

5.奄1新扶貪声品硝書体系,推逃 “四川扶貪"商林声品硝

告,落実屯商硝官扶貪声品支持政策。持須推逃 “以殉代捐"扶

貪十支1落地落実,釈板姐鉄企立釆殉大凍山疏菜水果,在主城区



大型商吻、市場建立大凍山疏菜水呆宣硝回点。

七是実施党建31飯行功,促逃自身建浚再上台隣

1.把汰真学コ貫物コ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力首要IFk治 任券,在学ll■ 弄通倣実上下功夫 ,

持須用力,不断深化。村牢
″四企意メ″,堡定 “四企自信",堡

決倣至1“ 丙企象ナ",堅決同破外政治妃律和政治規矩的行力作

斗争,打造一支政治合格、作凩仇良、立券逍硬的商弁哄伍。

2.逃 一歩貫御落実中央、省市美子意沢形恣工作的決策部

署,ス真落実意恢形恣工作責任十1,升晨不恙初′き、牢泥使命主

題教育活功,オ1用 学コ張国、中国共声党妃律人分条例回路知沢

党界等平合孤好思想理発武装,強化意沢形恣眸地管理,切実格

意沢形恣工作孤如孤実机出成妓,微到守上有責、守上負責、守

土尽責,把意沢形恣工作的飯早枚、管理枚、活活枚牢牢狐在手

中,カ カロ快椎邊商券事立友晨提供張大的思想保江和精神功力。

3.孤牢 “猥添1賭博鉄財"、 “整治形式主又、官僚主又"、 “不1

用銘貴特声渫取私利"、 “整治群炎最不満意的 10件事活功"寺

項整治遼今 “突破口",堡央整治侵害群A利 益的不正えヌ和腐

敗同趣,努力菅造千事奄1立 、崇廉尚実、千浄担当的商券友晨不

境。

4.建立健仝机美管理十1度 ,用 十1度管枚、管人、管事。逐

歩杓建起取責明碗、火得分明、科学合理、便千操作的工作制度 ,

充分調功机美工作人員的釈板性、主功性和奄1造性,不断提高亦

事数率和工作能力。

5.仝面貫物党要管党、八芦治党要求,圧実主体責任和監

督責任,大真落実 “一蘭双責",格党凩廉政建浚融入至1机美建



没的各項工作え中,倣到党凩廉政建浚萄立券工作同部署、同栓

査、同考核。晨尿答資 《党凩廉政建没責任ギ》,定期分析研非1

党凩廉政建没形勢,建立健仝廉政凩隆防控机十1,落実豹淡提醒、

城勉淡活、述責述廉、須残考核等制度,持紋推逃党凩廉政和IFk

凩行八建浚向鉄深友展。

二、部門預算単位拘成

迷州市商券局下属二鉄預算単位 2企。其中行IEX単位 1企 ,

事並単位 1今。主要包括:迷州市商券局、迷州市クト貿選出口商

品儲込中′む。

三、1文支預算情況悦明

接照宗合預算的原只1,迷州市商券局所有牧入和支出均幼入

部 11萩算管理。牧入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抜款牧入、上年結特 ;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券支出、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工生健康

支出、住房保障支出。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 1文支恙萩算 2275.3

万元,♭ヒ2018年牧支萩算恙数増カロ923.9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

結特項目資金増カロ。

(一 )嗅入預井llt死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 1丈入萩算 2275.3万 元,其 中:上年第

特 1366.1万元,占 60%;一般公共預算抜款 1文入 909.2万元,占

400/0。

(二 )史出預井情几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支出萩算 2275.3万 元,其中:基本支

出635.3万元,占 28%;項 目支出1640万元,占 72%。

四、財政抜款収支預算情況説明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財政抜款 1文支恙萩算 2275.3万 元,しヒ



2018年財政抜款 1文支恙額萩算増カロ923.9万 元,主要原因是上年

結特項目資金増カロ。

牧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萩算抜款 1文入 909.2万元、上年結

特一般公共萩算抜款 1交入 1366.1万元;支 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券

支出 85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107.5万元、工生健康支

出 34.7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43万元,商立服券立等支出 1230.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預算当年抜款情況悦明

(― )一般公共預井当キ抜款規模変化情尻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 一般公共萩算当年抜款 909.2万 元,じヒ

2018年萩算数増加 40.3万 元。主要是政策性凋姿増カロ了人員盗

費及党建姪費。

(二 )一般公共預井当年抜款錯杓情死

一般公共服券支出 726.7万 元,占 80%;社会保障和就立支

出 105.5万 元,占 H.6%;工生健康支出 34万元,占 3.7%;住

房保障支出43万元,占 4.7%。

(二 )一般/Ak共預算当キ抜款具体使用情尻

1.一般公共服券支出(美 )商 貿事券(款 )行政近行(項 )2019

年萩算数力 452.8万元,主要用千:局 机美正常込特的基本文出,

包括基本工姿、津貼ネト貼等人員埜費以及亦公費、印刷費、水屯

費等日常公用経費。

2。 一般公共服券支出 (美 )商貿事券 (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

券 (項 ):2019年 預算数力 234万元,主要用千:行政単位未単

独浚畳項鉄科目的寺11性商貿管理工作的項目支出。女口:商券法

規宣侍及抗法栓査支出、企立茨帝1準樵工作寺項支出等。



3。 一般公共服券支出(炎 )商貿事券(款 )国 昧盗済合作(項 ):

2019年預算数 10万元,主要用子国昧合作管理方面的支出。

4。 一般公共服券支出(美 )商貿事券(款 )国 内貿易管理(項 ):

2019年 預算数 28万元,主要用子市場監収1銃十、促逃屯商友晨

工作及参カロ各稗会晨升支。

5。一般公共服弁支出 (美 )商貿事券 (款 )招商31資 (項 ):

2019年萩算数 1.9万元,主要用子招商31姿 、仇化姪済不境等方

面的支出。

6。社会保障わ就立支出 (美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款 )リヨ

ロ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項 ヽ 2019年萩算数 29.6万 元,主要

用千我局高退体人員的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美 )行政事止単位高退休 (款 )机

美事立単位基本赤老保隆敷費支出 (項 ):2019年 預算数力 71.7

万元,主要用子:実施赤老保隆キ1度后,部 11接規定由単位敷幼

的基本界老保隆費支出。

8。社会保障わ就立支出 (美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款 )机

美事止単位取立年金敷費支出(項 ):2019年 萩算数力 4.2万元 ,

主要用千:実施未老保隆キ1度后,局机美接規定由単位数幼的取

立年金支出。

9.工生健康文出 (美 )行政事立単位医オ (款 )行政単位医

庁 (項 ):2019年萩算数力 23.3万 元,主要用千:単位用千敷納

単位基本医庁保隆支出。

10。工生健康支出 (美 )行政事立単位医庁 (款 )公券員医

庁ネト助 (項 ):2019年萩算数力 10.7万元,主要用予:局机美単

位集中敷幼公券貝医庁ネト助支出。



11.住 房保障支出 (美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私金

(項 ):2019年萩算数力 43万元,接照 《迷州市住房公秋金管理

条例》的規定,由 単位及其在取釈工敷幼的住房公私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情況悦明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一般公共萩算基本支出 635.3万 元,

其中:人員盗費 551.2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姿、津貼ネト貼、

火金、社会保隆敷費、高休費等支出。

公用姪費 84.1万元,主要包括:亦公費、手象費、水費、

屯費、由F屯 費、差旅費、4修 (ゲ )費 、会政費、培)1費 、工会

姪費、福不1費 、其他交通費用等支出。

七、“三公"経費財政抜款預算安‖1情況悦明

迷州市商券局2019年“三公"変費財政抜款預算数 18万元,

其中:因公出国 (境 )変費 5万元,公券接待費 8万元,公券用

卒殉畳及退行象サ費 5万元。

(一 )因公出国 (境 )変費較 2018年萩算持平。主要用子

力了カロ快迷州融入国家 “一帯一路"哉略,「大迷州対外交流合

作,拓完引姿渠道,萩十格参与声立紫型升象等相美方面的出国

考察活功。

(二 )公券接待費均 2018年萩算持平。2019年公外接待費

十支1用 子執行公券、考察凋研、栓査指早等公外活功升支的交近

費、住宿費、用餐費等。

(三 )公券用率胸畳及近行策ナ費較 2018年萩算持平。単

位現有公券用年 1輌 ,其中:越野年 1輌 。

2019年末安排公券用率殉畳費。

2019年安羽F公券用キ近行象伊費 5万元,用 子公券用年燃



油、ミ路 (杯 )、 4修、保隆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商弁行政管

理及商貿事並等工作的正常升晨。

八、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情況悦明

迷州市商弁局 2019年没有使用IEX府性基金預算抜款安羽F的

支出。

九、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支出情況滉明

迷州市商券局 2019年没有使用国有資本変菅預算抜款安羽}

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項的情況説明

(一 )机美逐行姿菱

2019年 ,迷州市商券局的机美退行経費財政抜款萩算カ

84.1万元 。しヒ2018年預算城少 3.1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年初

在取人数較 2018年初戒少。

(二 )政府釆胸情況

2019年 ,迷州市商券局安羽1政府釆胸萩算 14万元,主要用

子釆殉亦公浚各等。

(三 )国有資声占有使用情況

裁至 2018年底,我局共有率輌 1柄 ,其 中,市須頷早千部

用40輌、定向保障用年 1柄 、仇法抗勤用40輌。単位倫値 200

万元以上大型没各 0合 (套 )。

2019年部11預算未安排殉畳キ輌及単位介値 200万 元以上

大型没各。

(四 )墳数日林没畳情況

須妓曰林足萩算編制的前提和基袖,接照 “費随事定"的

原只1,逃取 1全部萩算項目編制了須赦曰林,炊項目完成、項目



数益、満意度等方面没畳了鏡敷指林。

十一、名洞解群

1.一般公共預算抜款牧入:指市鉄財政当年抜付的資金。

2.上年結特:指 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結特到本年初接原規定
用途墾須使用資金。

3.一般公共服券 (炎 )商貿事券 (款 )行政近行 (項 ):指
局机美及下属事立単位用千保障机杓正常逐行、升晨 日常工作的
基本支出。

4.一 般公共服券(美 )商 貿事券(款 )一般行政管理事券(項 ):

反映行政単位未単独浚畳項象科目的其他項目支出

5,一般公共服券 (炎 )商貿事券 (款 )国 際経済合作 (項 ):

指商貿部11国 昧姿済合作管理方面的支出。

6.一般公共服券 (炎 )商貿事券 (款 )国 内貿易管理 (項 ):

指商貿部 11国 内貿易管理方面的支出。

7.一般公共服券 (炎 )商貿事外 (款 )招 商31姿 (項 ):指
用千招商引姿、仇化姿済不境等方面的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立 (炎 )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 (款 )机美事
立単位基本赤老保隆敷費支出 (項 ):指部 11実施界老保隆制度

由単位敷幼的赤老保隆費的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並 (炎 )行政事並単位高退休 (款 )机美事
並単位駅並年金敷費支出 (項 ):指部 11実施赤老保隆制度由単
位敷幼的取並年金的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立 (炎 )行政事並単位高退休 (款 )リヨロ

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項 ):指局机美高退休人員支出。

H.工 生健康支出 (炎 )行 jEX事 立単位医症 (款 )行政単位



医症 (項 ):指単位用千敷幼単位基本医庁保隆支出。

12.工 生健康支出 (炎 )行政事立単位医庁 (款 )公券員医

症ネト助 (項 ):指単位用子敷幼指単位用子敷幼公弁貝医症ネト助

盗費支出。

13.住房保障 (炎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秋金 (項 ):

指接照 《迷州市住房公秋金管理条例》的規定,由単位及其在取

取工敷存的K期住房借金。

14.基本支出:指力保IIE机杓正常込特,完成日常工作任券

而友生的人員支出和公用支出。

15.項 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えクトカ完成特定行政任券和事

立友展曰林所友生的支出。

16.“ 三公"姪費:幼入市象財政萩決算管理的 “三公"姪

費,足指部 1可 用財IEX抜款安引卜的因公出国 (境 )費 、公券用率殉

畳及込行費和公券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国 (境 )費反映単位公

券出国(境 )的 国昧旅費、国外城市同交ミ費、住宿費、侠食費、

培ツ1費 、公染費等支出;公券用率殉畳及退行菱反映単位公券用

卒率輌乃畳支出 (合キ輌賄畳税 )及租用費、燃料費、象修費、

辻路辻杯費、保隆費、安全火励費用等支出;公券接待費反映単

位接規定升支的各美公券接待 (合外真接待 )支 出。

17.机美込行盗費:力保障行政単位 (包合参照公券貝法管

理的事立単位 )込行用予殉共貨物和服券的各項資金。包括亦公

及印刷費、由F屯 費、差旅費、会洪費一般没各殉畳費等費用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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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l可 預算収支忠表
表 1

単位:万元

入 支 出

項 2019年預算数 項 日 2019年預算数

一般公共預算抜款1女入 一般公共服劣支出 859 (

二、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1文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資本姿菅預算抜款収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並収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IL、 事並単位姪菅収入
「

L、 教育文出

六、共他1女入 六、科学技木支出

七、文化旅漉体育与4t媒支出

人、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107f

九、社会保隆基金支出

十、工生健康支出

十 、市能不保支出

十二、城多社区支出

十三、衣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送輸支出

十五、資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レ服努立等支出 1230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国土海洋気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 、根油物資/1r各 支出

二十二、国有資本姪菅預算支出

:十 三、欠害防治及庄急管理支出

1十 四、萩各費

二十五、共他支出

二十六、4t移 性支出

二十七、債努込本支出

二十人、債分利息支出

二十九、債井友行費用支出

本 年 収 入 合 計 909 2 本 年 支 出 合 it 2275 3

人、用事立基金弥ネト収支差額 三十、錯特下年

九、 L年結特 1366 1

収  入  意  汁 2275 支 出 忘 汁 2275 8



部門預算収入忠表
表1-1

単位:万元

項  目

合十 上年結籍

一般公共
預算披款

収入

政府性

基金預
算抜款

牧入

国有資

本径菅

預算抜

款牧入

事立収入

事立単位
盗菅牧入

特移性牧入

其他収入

用事立

基金弥
ネト収支
差額

科目編碑
単位代B 単位名称  (科 日) 金額

其中:教
育牧費

小十
上象ネト助
収入

附属単位
上激牧入癸 款 項

合十 2275.〔 1366 1 909.乏

送州市商努局 2275 3 1366 1 909 乏

220201 行政返行 452 8 45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努 234.0 234 C

220201 国豚姿済合作

220201 国内貿易管理

220201 招商弓1資 134.8 132 C l

1 220201

'1回

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220201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界老保隆微費支出

220201 机美事立単位取立年金象費支出

220201 其他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支出

11 1 220201 行政単位医庁

220201 公芳員医庁ネト助

220201 其他行政事立単位医庁支出

220201 其他商立流通事努支出 781 5

220201 其他渉外友展服努支出 448 C 448 9

共他商立服努並等支出

220201 住房公釈金



部i可預算支出忠表

表12

単位:万元

項   目

合 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姪菅支出 成本費用

青項上解
―政府凋

控資金

上数上奴

支出

対附属単位

ネト助支出
科 目編硼

単位代ロ 単位名称 (科 目)

美 款 項

合汁 2275 3 635 3 1640.0

送州市商各局 2275 3 635 3 1640 0

1 220201 行政返行 452 8 452 8

220201 一般行政管理事勢 234.0 234.C

220201 国昧経済合作

220201 国内貿易管理

220201 招商引資 134 8 134 8

1 220201 yll口 管理的行政単位高退休

220201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弄老保陰微費支出

220201 机美事立単位取立年金数費支出

220201 其他行政事立単位高退休支出

1 220201 行政単位医庁 23 3

220201 公努員医庁ネト助

11 220201 其他行政事立単位医庁支出

220201 其他商立流通事努支出

220201 其他渉外友展服努支出 448 9 448 C

220201 其他商並服勢並等支出

1 220201 住房公秋金



表 2

財政抜款牧支預算忠表

‐般公共預算抜款1女入 ‐般公共服努支出

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1文入

国有資本姪菅預算抜款収入

二、上年始着 公共安全支出

一般公共預算抜款収入

政府性基金預算抜款収入 科学技木支出

国有資本径菅預算抜款1文入 文化旅滸体自与特媒支出

上年財政抜款資金結特 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

社会保陰基金支出

工生健康支出

市能不保支出

城多社区支出

衣林水支出

交通這輸支出

資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商」と服努Jレ 等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国土海洋気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根油物資倍各支出

国有資本姪菅預算支出

欠害防治及泣急管理支出

装移性支出

債努逐本支出

夕i勢利虐、支出

債各友行費用支出

牧 入 支 出

項 目 2019年 預算数 項 合 計 一般公共預算 政府性基金預算 国有資本径菅預算 L年財政抜款結特

、本年 1文入 909 1 一、本年支出 2275 1 909 1 1366

909 1 859 726 . 132

外交支出

国防支出

1366

1366 教育支」1

107 1 105 1

34 34 (

1230 1230 1

金融支出

萩各費

其他支出

結結下年

1文 入 恵 十 2275 1 支 出 恵 十 2275 909 1



財政抜款支出預算表 (政府経済分美科目)

表21

単位 :万元

項   目

恵サl‐

当年財政抜款 上年結結安排

科目編碍

科目名称 合 il

一般公共預算抜款 政府性基金預算

小 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炎 款 小 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小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合十 2275 3 909 2 635 :: 273 9 1366 1 1366 1

迷州市商分局 2275 ( 909 2 909 2 635 8 273 ( 1366 1 1366 1

机美工資福利支出 11 511 2 5112

l 工資芙金津ネト貼 358 [ 358 358 3 358

社会保障象費 109 〔 109 1 109 9 109 t

)3 住房公釈金

机美商品和服努支出 1710 1 344 C 344 ( 259 9 1366 1 1366 1

1 亦公姿費 181 4 181 4 102 0

会峡費 30 1

培り1費 8` 30

委托立募費 35(

公分接待安 8( 8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5C 5C

公分用卒送行織夕費

鍵修 (夕 ) 費 07 07 0

502 其他商品和服分支出 1463 6 97[ 1366 1 l:}66 1

机美資本性支出 (― )

没各殉畳

対企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509 社会福利和救助 104

高退休安 29 ( 29 C 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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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般 公 共 預 算 基 本 支 出 預 算 表

単位:万元

経済分癸科目 基本支出

科目編偶
単位代碑 科目名称 △

)ト 人員簗費 公用経費

癸 款

ヽ
す〈

ロ
635.3

220201 送州市商努局 635.3 551.2

工資福利支出 511.2 511.2

220201 基本工資 206.3 206.3

220201 おF興占ネト興占 134.8 134.8

220201 芙金

220201 机美事立単位基本券老保陰数費

220201 駅並年金数費

220201 取工基本医庁保陰数費 23.3 23.3

220201 公勢員医庁ネト助数費

220201 住房公釈金

商品和服各支出

220201 亦公費

220201 手数費 0.3

220201 水費

220201 屯費

220201 由「屯費 8.0

220201 差旅費

220201 窄修 (抄 )費

302 220201 会波費

220201 培り1費

220201 T会祭費

220201 福利費

220201 其他交通費用 38 8

対今人和家庭的ネト助

220201 高休費

220201 生活ネト助

220201 奨励金



ラそ3-2

-般公共預算項目支出預算表
単位 :万元

科 目編碍

単位代偶 単位名称 (項 目) 金額
癸 款 項

ヽ
リ本

国 273.9

迭州市商勢局 273.9

一般行政管理事努 234.0

220201 亦公大楼管理安

220201 成都海美迷州代亦赴工作祭費

220201 促逃服努並友展領尋小多1亦公室「「 作簗費

220201 党建螢費

220201 扶貧駐村干部工作姪費

220201 公努接待費

220201 公分用卒送行雛伊安

220201 賄亦公没各

220201 会波費

220201 培り1費

220201 企並改制雛稔工作経費

220201 全市商各法規宣借及不保安全机法栓査工作径費

220201 商努工作姪費

220201 双打亦工作簗費

220201 晏飯以上高退体老干部 68.0

220201 項目申扱及管理工作簗費

220201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50

国際径済合作

220201 出口創ン[工作簗費

国内貿易管理

220201 促逃屯商友展工作祭費

220201 全市 “三大活劫 "祭費

220201 市場監淑1統十IT作贅費

招商引資 1

220201 小分臥招商工作簗安 1



一般公共預算 “三公"経費支出預算表

ラミ3-3

単位:万元

単位編碍 単位名称

当年財政抜款預算安‖F

合汁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公努用車賄畳及返行費

公努接待費
小汁 公勢用革殉畳費 公分用卒返行費

合汁

220201 迷州市商努局



政府性基金支出預算表

表4

単位:万元

項   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

科 編偶

単位代円 単位名称 (科 目) 合汁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美 款 項



表41

政 府 性 基 金 “三 公 "経 費 支 出 預 算 表

単位:万元

単位編偶 単位名称

当年財政抜款預算安引ト

合汁 因公出国 (境 )費用

公努用卒殉畳及這行費

公努接待費

小汁 公努用卒殉畳費 公分用卒透行費



表5

国有資本鐙菅預算支出預算表
単位:万元

項   目 本年国有資本祭菅預算支出預算表

科目編偶

単位代碍 単位名称 (科 目) 合it 基本支出 項目支出
癸 款 項



表6

2019年市象部l]預算猿数日林 (部「]預算 )

単位:万元

項目単位

(項 目名称)
項目資金 年度目林

綾数指林

項目完成指林 妓益指林 満意度指林

資金恵額 財政抜款 其他資金 三象指林 指林値 三象指林 指林値 三級指林 指株値

全市商勢法規宣借及不保安企執法安全栓査工作姪費

保障商努宣借工

作,完成根刊iT

関及印刷、不保
安全、行政執法
栓査工作等

成本測算

印制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宣借資
料、展板等預汁3万元,用 千法制
宣特和参均法制宣特日活動等費
用:挙方法律法規培切1班預it3 5

万元,遂情相美寺家対各i、 市
、区商雰主管部「]以及局机美相
美人員選行法律法規及行政執法
方面的培切|;升展行政机法活動
預it8万元,用干各立雰科室根据
自身取能駅貴対服雰対象逃行栓
査以及朕合各晏、市、区商努主
管部|]升展朕合執法吋所需的年
輌租用及出差等費用升支。

似迭成敷

保障局机
美家合管
理事努升

展

満意度 〉90%

年底完成遊度 〉90% 項目癸型 常年項目

主要拘成

局机美各科室升展商努踪合管理
工作所需経費,包括:法律顕同
、不保栓査行政拭法、商勢法規
宣特工作、商勢報刊汀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