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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公安局 2019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2019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二、年度工作目标及主要任务 

三、部门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六、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九、专业性较强的名称解释 

第二部分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说明 

第三部分  2019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1.2019 年部门收支总表 

2.2019 年部门收入总表 

3.2019 年部门支出总表 

4.2019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5.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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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功能分类项级） 

7.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经济分

类款级） 

8.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9.2019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备注：  本部门预算公开咨询电话：027-83217558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公安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掌

握全区敌情和治安情况，提出工作对策；研究部署全区公

安工作。 

2、预防、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

活动，负责辖区内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审理，协助有关

部门侦破危害国家、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案件。 

3、依法实施社会治安和网络安全管理，做好特种行

业、危险物品、复杂场所、重点地区的治安秩序和防范控

制，组织开展辖区治安巡逻工作。 

4、负责户政管理和居民身份证管理，指导基层治保

会建设，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依法对常住人口、暂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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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口进行管理。 

5、依法监督并指导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安

全保卫工作和治保组织建设。 

6、开展公安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指导和监督区公

安机关刑事、行政执法活动，负责公安行政复议应诉和国

家赔偿概念股中， 

7、负责辖区内交通管工作，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法管理辖区车辆及驾驶人，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8、依法组织实施辖区内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工作，

协助做好火灾救险工作。 

9、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来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

要外宾的安全警卫工作，做好有关领导集体活动、重要会

议、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10、负责区公安民警队伍的建设，加强管理和教育训

练 

11、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来看，东西湖公安分局部门决算由纳

入独立核算的单位本级决算和 1 个下属单位决算组成。

其中：行政单位 2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0 个、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0 个、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0 个、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 0 个。 

 

 

 

  

    

  

      

 

 

 

 

（三）人员情况

  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共有编制 552 人，其中：行政编

制 552 人，工勤人员 2 人。在职实有人数 2371 人，其

中：行政编制 596 人，工勤人员 2 人，购买服务人员 1775

人。离退休人员 135 人，其中：离休 0 人，退休 135 人。

二、年度工作目标及主要任务

2019 年，东西湖区公安局将按照市局、区委区政府

要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 周

年讲话精神，以最佳状态、最好环境、最优服务，做好军

运会和其他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一、加快推进军运会护

城河项目的建设。二加强对辖区内特种行业、危险物品、

复杂场所、重点地区的治安秩序和防范控制。三、预防、

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活动。四、对各

项活动比赛场馆、住宿酒店、出行线路一事一案，确保交

通组织有序、畅通。

三、部门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 东西湖公安分局所有收和支

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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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2480.4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8420 万元；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支出包括：基本支出 40233.75 万元，项目支出 

7366.91 万元，专项支出 4879.8 万元。 

2019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60900.46 万元。比 2018 年

预算增加 3141.91 万元，增长 0.54  %，主要是人员经

费政策性增加。 

（一）部门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19 年部门收入预算 60900.46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2480.46 万元，占 86 %；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占 0 %；事业收入 0 万

元，占 0 %；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

元，占 0 %；其他收入  8420 万元，占  14%；纳入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占 0 %；上年结转 0 万元，占 0%。 

（二）部门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19 年部门支出预算 60900.46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40233.75 万元，占 66 %；项目支 20666.71  万元，

占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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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52480.46 万元。收入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52480.46    万

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

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支出包括：基本支出  

40233.75 万元，项目支出 12246.71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52480.46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52480.46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

增加 6617.91 万元，增长 14  %；上年结转 0 万元。主

要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40233.75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7726.84 万元，增长 24 %，主要原因：人员经费政策性

增加和购买服务人员（辅警人数）较去年增加。 

(一) 其中： 

1.人员经费 37504.19 万元，包括： 

(1)工资福利支出 35994.22 万元，主要用于要用于

在职人员工资、奖金、养老保险缴费、医疗保险缴费、住

房公积金、购买服务人员工资福利等。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09.97 万元，主要用于

主要用于退休人员工资福利等。 

2.公用经费 2729.56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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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45 万元，增长(下降) 1.2  %，主要原因：增加了购

买服务人员工会经费。其中 2019 年安排主要用于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维修（护）费、邮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福利费、培训费、工会经费等。 

(二)项目支出 12246.71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 (减

少) 1108.93 万元，(下降) 8.3 %，主要原因：城市视频

监控项目经费有所减少。 

其中 2019 年安排主要用于 

（1） 武警经费项目 52 万。用于看守所武警中队营

区维修及日常办公。 

（2） 消防标牌标语建设项目 48 万。用于建设辖区

内消防建设。 

（3） 民警服装费项目 137万。用于人民警察服装费。 

（4） 派出所电瓶车购置 60 万，用于大型活动安保

巡逻防控。 

（5） 春节慰问费项目 20 万。用于因公牺牲家属、

退休老干的节日慰问。 

（6） 水电费项目 100 万。用于看守所、拘留所的日

常水电费用。 

（7） 流动人口项目 50 万，用于户口本工本费、身

份证邮寄费和外籍人员遣送费用。 

（8） 1 期无线 WiFi 服务费项目 70 万。用于全区公

共 WiFi 维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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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动车芯片费项目 113 万。用于辖区内居民电

动车安装防盗芯片。 

（10） 公安办案经费 1035 万。用于扫黑除恶、大

型活动的保卫、反恐维稳、特殊案件、嫌疑人

体检等费用。 

（11） 禁毒戒毒康复经费项目 110 万。用于涉毒人

员的收治费用、约束性戒毒费和购买毒品检测

设备。 

（12） 犯人给养费项目 300 万。用于监管场所在押

人员的给养费羁押犯人。 

（13） 看守所医疗合作经费项目 90 万。用于监区

医生、护士及部分医疗器材和医疗垃圾处理。 

（14）辅警保障经费项目 1393.6 万元。用于辅警的

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伙食费以及公用经费等保障经

费。 

（15）警营文化建设项目 50 万元。用于交警中队标

准化建设的要求，丰富民警业务生活，为提高警队内务水

平建设，建设警官沙龙、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中心等内

容，加强警营文化的建设，需制作安装上墙的宣传展板及

购置相关设备和器材。 

（16）党建活动经费 11.16 万元。用于开支党建活动

所需的各类开支。 

（17）物业管理项目 430 万元。用于分局、吴家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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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大队及各中队营房的保洁、保安、绿化、水电维修等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物业公司管理。 

（18）信息化建设及维护项目 755 万元。用于 PDA 执

法数据、执法记录仪视频数据 4G 网络传输费用、违法自

助处理终端网络通讯费用、公安内网专用光纤网络租赁以

及聘请专业公司完成对数据机房管理维护、电子警察应用

维护、网络构架管理维护、PC 终端管理维护、智能系统

平台管理应用、智慧交通建设规划及咨询等专业工作。民

警警务通、电台购置。 

（19）执法车辆购置更新项目 220 万元。用于购置更

新行驶里程超过 20 万公里、车龄达到 8 年的执勤执法车

辆。 

（20）警务保障经费项目 248.5 万元。人民警察服装

费、警用装备购置更新、大型活动保卫经费等。 

（21）交管业务专项经费项目 1222 万元。用于执法

单据工本费、超限超载车辆过磅费、交通设施及信号灯卡

口维护运行费、监控及抓拍设备网络租赁费、交通事故检

测鉴定费、违法及事故车辆牵引保管费、交通安全宣传费

等。 

（22）其他项目支出经费 851.65 万主要用于支付上

年项目的质保金等费用。 

（23）城市监控视频 2、3 期项目 4000 万，用于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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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口、社区、重点地段的社会治安监控。 

（24）城市监控视频 1 期续租运行维护项目 879.8

万。用于辖区主要道口、社区、重点地段的社会治安监控。 

 

…… 

六、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我单位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预算安排“三公”经

费的单位包括部门名称本级及下属 2 个行政单位。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三公”经

费预算 604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 (减少) 208.8  万元， 

(下降) 27 %。其中： 

1.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增

加(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没有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601 万元，比 2018 年

预算 (减少) 206.8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 220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增加

(减少)  0 万元，主要原因：持平，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81 万元，比 2018年预算 

(减少) 206.8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进一步压缩一般公用支出。2019 年预算数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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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过 2017 年决算数。 

3.公务接待费预算  3 万元，比 2018 年预算 (减少)     

2 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

步压缩一般公用支出。 

。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东西湖区公安局 2019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19 年部门机关及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的机关运行经费 2729.5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

维修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

他费用等。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按照现行政府采购管理规定，2019 年部门预算中纳

入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5886.06  万元。包括：货物类 

5540.56 万元，工程类 0 万元，服务类 345.5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37   辆。

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66   辆，特种专业技术车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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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 年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本年财

政拨款数  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本年财政拨款  0  

万元。 

九、专业性较强的名称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

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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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指使用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

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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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5.其他专用名词 

根据本部门使用的其他专用名词补充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