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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改委 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分析国内外

及全区经济形势和发展情况，提出国民经济发展和优化重大

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政策措施；做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等重

要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和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提出运用各

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民代表

大会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 

2、负责监测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承担预测预警

和信息引导的任务，研究并协调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

重大问题，提出政策措施和建议；参与组织重要经济措施的

制定和贯彻实施。 

3、负责汇总和分析全区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运行

情况，综合分析财政、金融、产业、价格政策的执行效果并

提出建议；负责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工

作。负责研究提出全区直接融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4、负责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组织拟

订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拟订人口与计

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发展措施，



 

 2 

协调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促进就业、调整收

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协调就

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重大问题，推进社会事业建设。 

5、负责全区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拟订和实施国民经济

动员计划，编制国民经济动员应急保障预案、方案；组织国

民经济潜力调查。 

6、承担规划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的责任。拟订

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及

措施，衔接平衡需要安排区人民政府投资和涉及重大项目的

专项规划；安排财政性建设资金、项目及国家预算内专项资

金和地方预算内专项资金；编制全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重

点项目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按规定权限负责审批政府投资项目，核准、备案企业投资项

目，负责审核并上报国家、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核准和备案的投资项目；负责全区重大建设项目稽查的组

织、管理；指导工程咨询业发展；按规定指导、协调和管理

全区招投标工作。 

7、承担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研

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全区综合

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会

同有关部门搞好重要专项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衔接，负责推

进全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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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负责全区节能减排的综合协

调工作 ，组织拟订全区发展循环经济、全社会能源资源节

约和综合利用规划及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参与编制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规划，协调生态建设、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

用的重大问题，综合协调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

作，按有关规定做好可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

工作；组织拟订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措施。 

9、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

政策，负责协调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衔接平

衡相关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计划的衔接平衡；研究、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衔接有关农村专项规划和政策；负责能源资源

的总协调和储备计划，参与协调区域内加气站、加油站的审

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服务业发展战略和措施办法，协

调服务业发展；拟订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规划；组织拟订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

推进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并协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10、负责全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工作。组织拟订全区功

能片区发展总体战略和促进其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组织编

制城市化发展规划，提出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负责

区经济开发区的有关协调工作，组织对开发区建设发展中涉

及全局性的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有关建议，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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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制定发展规划。 

11、研究分析全区市场供求状况，做好重要商品的总量

平衡和宏观调节，提出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政策建议；编制

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监督计划执

行情况；做好重要物资和商品的储备计划管理；提出全区对

外贸易发展战略；负责做好全区粮食、棉花总量平衡计划，

研究提出全区粮食、棉花宏观调控购销政策，负责贯彻执行

国家和省、市粮食、棉花工作政策、法规。 

12、拟订全区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

部门拟订和协调交通、能源、环境等规划和措施；负责铁路

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协调；负责落实好省市区扶贫和援疆工

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部署，督促检查省市区援疆工作领导小

组决定事项；综合协调区直部门与街、办事处的扶贫和援疆

工作；收集、汇总扶贫援疆工作信息，及时报告需要解决的

问题；负责有关资金管理。 

13、负责有关移民的接收、安置等管理协调工作；做好

移民后期扶持工作。 

14、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

真实、准确、及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划，制定全区

统计工作规划、基本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参与全区有关统

计工作的地方性文件、政府规章的拟订，指导全区统计工作。 

15、贯彻执行国家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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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执行国家统计标准和全国、省、市统计报表制度，组

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投入产出调查，核算全区生

产总值；搜集、整理和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有关资料。 

16、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全区人口、经济等重大国情

国力普查，汇总、整理和提供全区有关国情国力方面的统计

数据。 

17、组织实施全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装卸搬运和其

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社会福利

业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

据，综合整理提供旅游、交通运输、邮政、教育、卫生、社

会保障、公用事业等全区性基本统计数据。 

18、组织实施全区能源、投资、消费、收入、科技、人

口、劳动力、社会发展基本情况、环境基本状况等统计调查，

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综合整理和

提供财政收入、税收、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等全区性基本统

计数据。 

19、组织全区经济、社会、科技和能源环境统计调查，

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基本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加强对全区统计信息发布

的规范管理，组织建立统计信息共享制度和发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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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全区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能源资

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同时建

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统计调查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根

据“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实和完善“两型”

社会建设、节能减排、全民创业以及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

民生净福利等统计监测评价体系。探索和建立我区循环经济

等统计监测评价体系。加强和完善绩效管理指标考核、节能

减排统计监测考核，规范多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考核。 

21、承担和管理东西湖区经济社会调查队日常工作。负

责全区绩效管理第三方评估中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估及第三

方评估汇总工作。综合管理调查信息和调查结果。 

22、管理区内部门统计标准，依法审批或者备案部门统

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指导管理各街道、办事处、

各部门、各单位的统计调查计划、调查方案，指导专业统计

基础工作、统计基层业务基础建设，建立健全全区统计数据

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

监控和评估。依法监督管理全区涉外调查活动。组织和开展

统计执法工作。 

23、指导全区统计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组织全区统计人

员上岗业务培训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对统计人员职称评聘工

作。组织指导全区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合作交流；组织管理

和指导社情民意调查及统计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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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建立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

加强对全区基本单位名录库维护。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各地

区、各部门统计数据库和网络的基本标准和运行规则，指导

全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25、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粮食工作政策、法律、

法规；落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 

26、负责全区粮食流通行政管理。负责对粮食收购、储

存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进行监督管理；负责粮食

收购资格许可行为的监督检查和粮食收购资格审查；负责对

全区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承担辖区

驻军粮食供应的管理责任；监督检查全区粮食流通和储备粮

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粮食收

购、销售、储存、运输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 

27、负责地方储备粮油的行政管理。制定承储粮的轮换

计划和储存、保管的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监督检查地储粮

承储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28、负责全区粮食流通的行业管理。研究制定粮食行业

发展规划；负责全区粮食流通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推进粮油

科技进步，促进粮油转化增值；拟订全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

与发展规划，编制全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指导

实施。承担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责任。 

29、负责政策性粮食资金的结算，依法对所属粮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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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国有资产监管。 

30、宣传、贯彻执行国家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和价格

方针、政策。 

31、宣传、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价格总水平调控目标的

措施，结合本区实际提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

保持全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建议，依法履行价格干预措

施和紧急措施。 

32、依法组织、指导全区价格监督检查；负责处理群众

价格举报、投诉、价格咨询工作；查处和制止价格垄断、价

格欺诈、价格歧视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和乱收费，依法查处价

格违法案件和乱收费行为。 

32、推行明码标价制度；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相关

部门、行业贯彻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开展价格公共服务工

作，指导社会价格监督工作。 

34、负责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收费标准的管

理，依法依规办理《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经营服务

价格（收费）监审证》的核准、备案手续；监督、指导收费

单位实行收费公示并对其收费进行年度审验。 

35、负责市场价格走势的监测分析、预警、预报，发布

价格信息。 

36、负责组织、指导全区工农业产品、服务业、公用事

业（公益性）价格的成本调查和市下放审批权限范围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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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费定、调价前成本监审；负责组织、主持价格听证会，

拟定定调价方案并贯彻实施。 

37、负责全区涉案财物价格认证、价格评估工作。 

38、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情况 

1、 内设机构及干部职数情况 

内设办公室 21 个。 

2、 编制情况 

行政编 25 个，事业编 21 个。 

（三）人员情况 

截止 2017 年底，机关在职实有人数 46 人，离退休 43

人，财政统发工资人数 83人。 

二、年度目标及工作任务 

一是提早谋划 2018 年工作。面对 2018年我区将进入国

家级开发区考评序列，与东湖、沌口直接竞争的新形势，我

们要迅速适应我区需要快速发展、奋力全面追赶的新局面，

练就超前谋划的能力和快人一步的本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

前瞻性和主动性。2018年将在市考评办下达目标之前，加强

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提前做好指标的预分解工作；围绕“三

年努力缩小差距，五年形成鼎力之势”的追赶行动计划，结合

实际情况，抢抓发展机遇，确保始终抓牢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积极认真谋划，编制重点产业项目推进预安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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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全区招商引资及项目储

备情况，通过精心遴选，编制重点产业项目推进预安排计划。

2018 年拟计划推进重点产业项目 195 个，协议投资额 5790

亿元，预计完成投资额 295亿元。按照项目类别分析，重点

工业项目 130 个，协议投资额 3869 亿元，预计完成投资额

215 亿元；重点服务业项目 65 个，协议投资额 1921 亿元，

预计完成投资额 80 亿元。按照项目投资额分析，10 亿元以

上的项目 63 个，50 亿元以上的项目 25 个，100 亿元以上的

项目 15个。按照项目阶段分析，结转续建项目 77个，协议

投资额 1967 亿元，预计完成投资额 164 亿元；新开工项目

54 个，协议投资额 970亿元，预计完成投资额 131 亿元；前

期项目 64个，协议投资额 2853亿元。 

   三是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服务。一是完善政府投

资项目前期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加快建设完

善项目库，对列入项目库、前期论证成熟的项目优先安排当

年计划，切实提升项目前期科学决策水平，为长远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二是严格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认真落实政府投资

项目监管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计划批准的规模和内容组织

工程建设，切实维护投资项目计划的严肃性。三是强化政策

支撑，完善机制，探索制定《临空港经开区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临空港经开区政府投资项目评估评审实施意见》、

《临空港经开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实施意见》，为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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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提供政策保障。 

四是建立十三五规划工作跟踪落实机制，开展十三五规

划中期评估。一是对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目标任务进

行分工，抓好主要指标以及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

的落实工作。二是督促各单位和部门，制定《纲要》涉及本

单位本部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实

施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三是

建立主要指标以及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工作协调

督办、监测评估、监督考核机制，确保主要指标顺利实现。

四是开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及时向区委政府反映规划落

实情况，并提出调整意见。 

三、2018 年预算收支安排 

（一）(一)2018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6037.23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467.23 万元，其他收入 570 万

元。 

(二)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6037.23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813.53 万元，项目支出 1393.7 万元，专项支出 2800

万元。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482.1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1.63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43.55 万元；住房

保障支出 99.88万元；助其他地区支出 830万元。 

按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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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福利支出 1358.9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828.8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49.41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5467.23万元，

比 2017年预算增加 1453.99万元。主要安排情况如下： 

(一) 基本支出 1813.53 万元； 

(二) 项目支出 823.7万元； 

(三) 专项支出 2830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

算 4.4万元，比 2017年预算增加 0.4 万元。 

1.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万元。 

3.公务接待费预算 4.4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增加 0.4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