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0 年度

信访局部门决算



— 2 —

目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 3 —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五部分 附件



— 4 —

第一部分 大武口区信访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负责处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信访渠道给区委、区

政府及领导同志的来信、来访；承办国家、自治区、市信访局及

有关部门转送、交办的群众来信、来访、网上投诉。

2.负责向区委、区政府反映来信、来访、来电、网上投诉中

提出的重要意见、建议和问题，综合研判信访信息，开展调查研

究，提出制定修改完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建议。

3.负责办理中央信联办、国家信访局、自治区信联办、自治

区信访局、市信联办及市信访局交办的信访事项，承担协调处理

群众来区、上市、赴自治区、进京集体访和非正常访的责任，综

合协调处理“三跨三分离”的重要信访事项。

4.综合协调和指导全区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市、区关于

信访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总结推广星海镇、各街道、各部

门信访工作经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检查、

指导全区信访工作，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行为提出处理建议，

负责全区信访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工作。

5.建立和完善信访突出问题排查化解、信访信息汇集分析机

制，指导全区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积极推行网上信访。

6.承担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督促落实相关会议决

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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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承办区委、区政府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二、机构设置

对本部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构成进行详细说明。

1.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大武口区信访局部门决算包括部

门本级及所属预算单位在内的汇总决算。纳入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的单位共 1 个，其中二级预算单位有 0 个：

大武口信访局现有在编工作人员 4 人；退休人员 2 人；财政

供养人员 1 人；借调司机 1 人；“三支一扶”大学生 3 人；“4050”

人员 1 人。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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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总计 1500640.16 元，支出总计 1500640.16

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388396.03 元，增长 25.88%，

主要原因是信访事项其他收入增加。与上年相比，支出总计增加

388396.03 元，增长 25.88%，主要原因是信访事项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1488630.51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998630.51 元，占 67.08%；上级补助收入 0 元，占 0%；事业收

入 0 元，占 0 %；经营收入 0 元，占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元，

占 0 %；其他收入 490000 元，占 32.92%。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1316312.85 元，其中：基本支出

904913.44 元，占68.75 %；项目支出 411399.41元，占 31.25 %；

上缴上级支出 0 元，占 0 %；经营支出 0 元，占 0%；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0 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001127.51 元，支出总计

1001127.51 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减少 47853.49

元，下降 4.56%，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

支出总计减少 47853.49 元，下降 4.56%，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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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66800.20 元，占本

年支出合计的 64.43%。与上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减少 56893.05 元，下降 5.56%，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工资下

降。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66800.20 元，主要

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736123.86 元，占

76.14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13417.38 元，占 11.73 %；

卫生健康（类）支出 42138.96 元，占 4.36 % ；住房保障（类）

支出 75120 元，占 7.77 %。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881746 元，

支出决算为 966800.2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05 %，其中：

1.一般公共支出（201）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0103）行政运行（2010301）。年初预算为 615542 元，支出

决算为 669123.86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70%，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人员工资、奖金增加。

2.一般公共支出（201）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0103）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0302）。年初预算为 27000

元，支出决算为 27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等预

算数。

3.一般公共支出（201）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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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信访事务（2010308）。年初预算为 40000 元，支出决

算为 40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0805）

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年初预算为 0 元，支出决算为

22303.57 元，年初无此项预算支出，年终执行中有此项目，百

分比不可比，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原因是奖金的发放。

5.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0805）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年初预算为

67838.72 元 ，支出决算数为 56291.84 元，完成预算的 82.98%，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变动。

6.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0805）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年初预算为

34821.97 元 ，支出决算数为 34821.97 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7.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行政单

位医疗（2101101）。年初预算为 37314 元 ，支出决算数为

31491.16 元，完成预算的 84.40%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人员变动。

8.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公务员

医疗补助（2101103）。年初预算为 9043.84 元 ，支出决算数为

8547.8 元，完成预算的 94.5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人员变动。

9.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011）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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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年初预算为 2100 元，支出决算数

为 2100 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10.住房改革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22102）住房公积

金（2210201）。年初预算为 55211.64 元 ，支出决算数为 45996

元，完成预算的 83.3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

变动。

11.住房改革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22102）购房补贴

（2210203）。年初预算为 29124 元 ，支出决算数为 29124 元，

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按经济

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99800.2元，其

中：人员经费834218.35元，公用经费65581.85元。支出具体情

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792064.78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54798.78

元，增长7.43%，主要原因是人员增资；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22265.29元，下降2.73%。

2.商品和服务支出65581.85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37639.15元，下降36.46%，主要原因是人员调整；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37422.33元，下降36.33%。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2153.57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40893.57元，增长3245.52 %，主要原因是年中发生了该项支出，

此项支出有增加；较上年决算数减少22006.43元，下降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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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减少）0元，增

长（下降）0%；较上年决算数减少2199元，下降100%。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

况说明

2020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为25000元，支出决算为10227.3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0.91%。

与上年相比，增加1523.92元，增长17.51 %，决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节约成本，减少开支。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

况说明

2020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占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占100%；

公务接待费支出占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为0元，支出决算为0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0%；比上年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

全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为25000元，支出

决算为10227.3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0.91%；比上年增加1523.92

元，增长17.51%。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节约成本，

减少开支。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支出10227.33元，主要用于接访工作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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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为0元，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0%；比上年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其中： 国

内接待费支出0元。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全年国内公务接

待批次0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

个，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元，本

年收入0元，本年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减少）0元，增长（下降）0%。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0元，其中：

基本支出0元，占0%；项目支出0元，占0%。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此数据应与部门决算中

行政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及事业单位的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进行核对）

2020 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为 103220.56 元，

支出决算为 65581.85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3.54%；比上年减少

103781.33 元，下降 61.2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人员

调整及人员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支出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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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元，支出

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

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 0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单位）房屋面积 470 平

方米，共有车辆 1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

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

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

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目 1 个，其他项目 0 个，共涉及资

金 40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组织对 2020

年度等 0 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0 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0%。

共组织对等 0 个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0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元。其中，对 0 等项目分别

委托等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

3.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大武口区信访局信访维稳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信访局维稳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40000 元，执行数为 40000 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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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100 %。主要产出和效果：实现信访矛盾明显减少，大多

数重点问题妥总善化解，大多数重点人员息诉息访，推动信访形

式好转。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宣传教育、梳理证据化解信访积

案；二是诉访分离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三是多措并举解决信访

问题，节约信访人解决问题成本，化解信访积案，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

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

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收支预算。

三、“三公”经费：是政府部门人员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

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四、预算公开：是指政府和相关组织机构向公众公开或开放

自己所拥有的财政预算信息，使其他组织机构和公众个人可以基

于任何正当理由和采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获得相关信息。

五、基本支出：是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

公用经费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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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件
无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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