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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2017年

部门决算公开的说明

第一部分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概况

一、部门职能

(一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

改革、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研

究起草全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机构编制管理方面的

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市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制定相关规

范性文件,并负责组织实施。

(二 )负责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统一管理工作。

(三 )牵头拟订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总体方案 ,

并组织实施;审核市直机关各部门
“
三定

”
规定和区、县 (市 )

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市直各部门及区、县 (市 )机构编制

管理工作;提 出全市各级机关行政编制、政法专项编制总额分配

及调整建议。

(四 )协调市直机关各部门的职能配置与调整,协调市直机

关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区、县 (市 )职责分工;提 出全市拟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认定意见。

(五 )审核市直杌关各部门机构设置、调整及其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审核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设立;审核市



直机关、区直机关副科级以上机构以及县 (市 )机关、乡镇机构

的设置与调整;审核各类开发区、保护区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六 )牵头拟订全市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组

织实施全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拟订全市各级事业编+ll总量控制

标准,审核市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审核区副科级以上财政补助

的事业单位设立;指导、协调市直和区、县 (市 )事业单位管理

体制和机构改革;负责市直事业单位登记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

全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七 )负责审批市直、区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处、科级领导职

数。

(八 )监督检查全市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机构改革方案以及

机构编制管理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

(九 )组织实施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和机构编制网络管理工

作;负责区、县 (市 )机构编制审批文件的各案工作;负责市直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编制 (岗 位)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机构编制

统计工作和机构编制数据库的管理工作;负责管理市行政管理学

会的有关工作。

(十 )承担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力和义务,承办市委、市

政府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部门职责,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设七个

内设机构,分别是秘书处、监督管理处、政府机构编制处、事



业机构编制处、党群机构编制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机关

党委。

三、部门决箅编办范围

2017年纳入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决算管理的

事业单位共 3个 ,分别是哈尔滨市机构编制数据管理中心、哈尔

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管理研究室和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干

部培训中心。

四、人员构成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定行政编制⒌ 名,工勤编

制 3名 ,现有在职人员腿 名,退休人员10名 。

第二部分 ⒛17年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决算

报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部门: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 01表

单位:万元

收入 艾出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栏  次 l 栏  次

一、财政拔款收入 1 1‘66 30 一、一殷公共服务艾出 】189,05

二、上级补助收入
°
‘ 242 05 二、外交文出 16

三、事业收入 3 三、国防文出

四、经营收入 珐 四、公共安全支出 18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 五、教育艾出 19 2.49

六、其他收入 6 o,1? 六、科学技术支出 20

7 七、社会倮障和就业支出 LO1,35

8
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22 72.94

9 九、住房倮障艾出 204 77

本年收入合计 10 1708 52 本年支出合计 24 1570.00

用亭业基金弥补收支

差额
11 10,05

结余分

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62 89 年末结转和结余 26 210 86

其中:项 目支出结

转和结佘
60 42

其中:项 目支出结转和

结佘
207 22

合计 14 1781 46 合计 28 1781.46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文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收入决算表

公开02表

部门: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宦 单位;万元

项   臼

礻午收人杳

"

财政拔承收人 L级 补跏lk人 落iL收人 经茼收人 跗属单位上墩收入 共他收入

I0能分类柑日编 =。0 科 日名称

栏 次 1 2 3 灶 5 6 7

合 计 【70ε  5⒓ !166 30 202 0犭 0 !

-殷公共胶务支出 !θ 67 1亏 l094 92

201!0 人力资源事务 1$37 1⒖ !094 92

z0!1001 行政运行 5a5 8￡ 636 6钅

20ll002 一般行政管埤事务 22! 3C 221 θ(

20】 !060 事业运行
"59 

在焉 2!7 242 0亏

20ll099 其他人力资源事务艾出 120 b‘ 】20 5刁

挟苜支出 2 4~ 24g

迸行及培训 2 4. 24〔

唔训支出 2 衽9 2 49

让会倮障和就业艾出 LO! 36 !01

仔政辛业单位离退休 !ol a亏 !01

208050‘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

离退休
83 4" 8a 4犭

20806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支出
17 179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
72 94 72 9‘

2】 0!! 行政氵业单位医疗 72 94 72 94

210ll0l 行政单位医疗 33 63 33 60

210l!02 事业单位医疗 !2 4ε !24钅

2!0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6 82 26 8⒓

住房保障支 di !94 5( 19‘  5(

22102 生房苡革支出 !94 5g !94 5(

2210201 l=房公积金 64 89 64 89

2210l02 提租补贴 ?衽 C 74 C

2210l03 购房补贴 56 1 55 !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支出决算表

部门:    哈尔滨市机构鳊制委员会办公宅

公开03表

单位:万元

项   日

本午艾出仓计 基本支|| 项目支||

∴缴上

级支出
经背支|"

对附属单

位补助艾

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日名称

栏 饮 ! 2 3 4 5 6

舍 计 1;70 6( !laa 5I 【9b 0‘ 242 0亏

-股公共服务支出 1【 89 0亏 75! 9￡ 195 04 242 0亏

⒉0!!0 大力资源卒务 1189 06 751 9疋 195 0~ 242 0吾

⒉0!l00l 行政运行 5a刂  5? 5a‘  5:

⒉ll!1002 -殷行政筲理事务 150 ! 150 】:

2011050 事业运行 459 4亏 217 40 202 06

20!l099 其他人力资螈事务艾出 41 θ( 讧0 9(

教百支出 2 49

进行及培训 2 "9 2 4C

2050803 培训攴出 2 4ε 2 4~

让会保障和就业艾出 10! 3亏 【0! 35

2oao5 仔政卒业单位离退休 101 3号 !ol a⒖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83 ‘
'

B3 4‘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179! !7 9】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艾出 72 94 72 9‘

⒉l011 行政芋业单位医疗 72 9" 72 94

!01101 仔政单位医疗 a3 o[ 3a 63

)l0!l02 事业单位医疗 L2 刂( 12 4⒚

z【 0l10a 公务员医疗补助 26 82 26 8⒓

住房倮障支出 20攻  7? 20‘  ??

22!02 住房改革支出 204 7? 204 77

)2!0201 生房公积金 65 02 66 02

)210202 提租补贴 74 60 74 6(

⒉2!0203 购房补贴 66 ! 65 1

注:本表反映部

"本
午度各项艾出情况应



财政拨款收入艾出决算总表

邯门:啥尔滨市机构绒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m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 出

顼  目

行

次
金颌 项   目

行

次
含计

-股公

共预算

财政拨

款

政府性蓥金

预笫财政拨

款

拦  次 ! 栏  次 2 a 4

-、 一股公共预箅财政拨款 L L466 30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46 95 946 9b

二、政府性基金预华财政拨款 2 二、外交艾出 17

a 三、国防支出

衽 四、公共安全艾出

5 五、教育支出 2 49 2 49

o 六、科学技术支出 2!

7 七、社会倮障和就业支出 】01 35 lOl a5

8 八、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72 94 72 94

0 九、住房保障支出 194 7a 194 73

本年收入合计 l0 l孜60 30 本年支出合计 1318 46 1318 46

午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 60 55 年未财政结转和结氽 2o8 a9 208 39

一殷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0 55 27

政府性基金预午财政拨款

总计 1526 B5 总计 】526 85 !526 B5

注:本表反腴部门本年度-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挂垂金预箅财政拨欹的总收艾和年未结转结氽情况。



一舣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艾出决算表

邯门:  啥尔滨市机构绢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 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艾出合

计

!

蓥本艾出

2

项目支出

3

功能分类科目线

码
科目名称

栏次

合计 l,31g 46 1,123 40 19丐 03

一投公共肛务支出 940 95
`51 92

195 03

20!!0 人力资汀扌务 946 96 751 θ2 196 0a

20!l00l 行政运行 5a衽 52 534 62

2011002 一股行政眢理事务 !60 14 150 14

20llO50 事业运行 21? a9 217 09

201!099 其他人力资源事务艾出 44 90 44 9

救宵支出 2 49

20608 迸行及培训 2 49

培胡|支 出 2 49

208 社会保叶和就业支出 lO! 05

20805 行攻氵业萃位

"退
休 !0l $0

2o⒏ abO衽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

休
8θ  44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

出
!79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肓支出 ?2 94

21011 行玫卒业单位医疔 72 94

210llO1 行政单位医疗 a3 63

210l】 02 事业单位医疗 12 40

2】 0!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26 82

住房保碎文出 194 ?2

22102 住房改革文出 194 72

221020! 住房公枳金 65 02

2210202 提租补贴 74 60

22!020θ 购房补贴 55 1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般公共预笄财政拨款实际艾出惜况。



一舣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艾出决算表

部门}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 ⒃ 表

金额单位:万元

人员经贞 公用经费

科目

编码
科 目名称 金额

科目

编码
科 目名称 金额

科目

编码
科 目名称 金额

△资福利支出 622 23 尚品和服务支出 130 41 其他资本性支出 o 88

30101 基本工资 220 58 30201 办公费 8 63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30102 津贴补贴 30202 印刷费 o 5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0103 奖金 95 16 30203 咨询费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30104 其他社会保障缴赍 96 09 30204 手续费 0 08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30106 伙食补助费 ao2o6 水费 o 98 31006 大型修缮

30107 绩效丁资 电费 2 02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

置更新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
30207 邮电费 3 75 31008 物资储备

30109 职业年金缴荧 取暖费 20 77 31009 土地补偿

30199 其他△资福利文出 49 27 30209 物业管理费 31010 安置补助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9 89 30211 差旅费 5 72 310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偿

30301 离休费 30212
因公出国 (境 )费

用
7 96 31012 拆迁补偿

30302 退休赍 10】  35 30213 维修 (护 )费 3 36 310】 3 公务用车购置

30303 退职 (役 )贞 30214 租赁费 31019 其他交通△具购置

30304 抚恤金 30215 会议费 31020 产杈参股

生活补助 15 99 30216 培训费 2 69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救挤费 30217 公务接待费 o 78 304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

贝占

医疗费 30218 专用材料费 3040I 企业政策性补贴

30308 助学金 30224 被装购置费 30402 事业单位补贴

30309 奖励金 36 76 30225 专用燃料费 财政贴息

30310 生产补贴 30226 劳务费 o 49 30499
其他对企事业单位

的补贴

30311 住房公积金 65 02 委托业务费 债务利息支出

30312 提租补贴 74 60 30228 工会经费 8 2θ 30701 国内债务付忠

30313 贝勾万亭补贝占 58 70 30229 福利费 9 48 国外债务付忠

30314 采暖补贴 16 72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

费
6 85 其他支出

30315 物业服务补贴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46 44 赠与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艾丨|l
o 75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某他商品和服务出 1 θ4

人员经费合计 992 13 公用经赀省计 1,123 43



-殷公共预箅财政拨款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表

部门: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拔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部门: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公开
"表

单位 :万元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
“三公经费

”
支出预决箅情况。其中,201?年度预算数为

“三公
”
经费年初预算数,决算数是包

括当年一股公共预箅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公开 Og表

单位:万元

201?年度预算数 ⒛17年度决箅数

合计

因公出

国 (境 )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

接待

费

合计

因公出

国 (境 )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
小计

公务用

车

购置费

公务用

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

车

lla置 费

公务用

车

运行费

】 2 3 4 6 ? 8 9

15 66 6 87 15 59 7 96 6 85

项   目

年初结

转和结

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木结转和

结余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

私(

小计 基本支Hj 项目艾Hi

栏 次 1 2 3 4 0

合 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第三部分 ⒛17年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部门决算

情况说明

一、⒛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箅总表情况说明

哈尔滨市编委办⒛17年度收支总决算 1781.锔 万元。其中:

(一 )收入总计 I7m,52万元。包括 :

1、 财政拨款收入 14GG,30万元,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比

⒛16年决算数增加 145,㈨ 万元,增加 H.∝%,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在职人员购房补贴增加。

2、 经营收入 ⒛2,05万 元,为机构编制干部培训中心开展业

务活动取得的收入。比⒛⊥6年决算数减少 ⒛.01万元,减少 12%。

主要原因是竞争压力加大和周边建设封道客源减少。

3、 其他收入 0,18万元为预算单位在
“
财政拨款收入

”
、

“
事

业收入
”

、 “
经营收入

”
之外取得的收入。全部是存款利息收入 ,

比⒛14年决算数减少 0.05万元,减少 21.租%,主要原因是利息

收入减少。

(二 )年初结转和结佘 62,⒛ 万元,为 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

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

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佘,也包括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

佘。比⒛16年决算数减少 3吐0,31万元,减少 ⒏.佃%,主要原因

是⒛16年加大了对年初结转和结佘资金的消化力度。

(三 )支出总计 ⊥570.60万元。包括 :



1、 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出 11⒛ ,05万元,主要用于哈尔滨

市编委办及所属单位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和机

构编制管理所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比2o16年决算数增加

阴,%万元,增加 9.m%,主要原因是 ⒛17年在职人员购房补贴

增加。

2、 教育支出2,鸫 万元,主要用于哈尔滨市编委办及所属事

业单位的培训支出,比 ⒛16年决算数增加 0.16万元,主要原因

是根据年度培训任务不同,培训咯有减少。

3、 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 )支 出 101.⒛ 万元,主要用于哈尔

滨市编委办及所属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比⒛16年决

算数增加 0,05万元。

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2,阢 万元,用于哈尔滨市编

委办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比⒛1G年决算数减

少 2.14万元,减少 2.85%,主要原因是普在职人员减少。

5、 住房保障 (类 )支 出 204.77万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

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住房改

革方面的艾出。比⒛⒗ 年决算数增加 49.陇 万元,增加 32.扭%,

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增加。

(四 )年末结转和结余⒉0.86万元,为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

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元法按原计划实施,需 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佘 ,



也包括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佘。比⒛I6年决算数增加 ⒛.29万元 ,

增加 12.绲%,主要原因是 ⒛17年部分项目未完结,项 目结转资金

增加。

二、 2017年度收入决箅表情况说明

哈尔滨市编办 2017年度公共预算收入 17⒅,兜 万元,其 中:

财政拨款收入 14⒃,30万元,占 85,82%;经 营收入 扭2,o5万元 ,

占 14,1zO/0;其他收入 0,I8万元,占 0.o1%。

三、⒛17年度支出决算表情况说明

哈尔滨市编办⒛17年度公共预算支出 15m,GO万元,其 中:

基本支出 11出,⒓ 万元,占 72,⊥ 7%;项 目支出 195,∝ 万元,占

12,4zO/0;经营支出⒛2,眄 万元,占 I5.41%

(一 )基本支出2016年决算数 1133,兜 万元,其 中:

1、 一般公共服务 兀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及事业单

位的基本支出。⒛17年决算比⒛16年决算增加 78.陇 万元,增幅

1⊥ .66%。

2、 教育 2.幻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及事业单位的教育支

出。⒛17年决算比 2016年决算增加 0,18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

年度培训任务不同,培训略有减少。

3、 社会保障和就业 101,35万 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相关支出。⒛17年决算比⒛16年决算增加 0,05万元,增幅

0,49%。  。

吐、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72,阢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



医疗保险缴费支出。⒛17年决算比⒛1G年决算减少 2,14万元 ,

减少 2,85%,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减少。

5、 住房保障支出204,〃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照

国家政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

支出,包括住房公积金 65.02万元,提租补贴 秕.GO万元,购房

补贴ω.15万元。⒛17年决算比⒛16年决算增加 佣,陇 万元,增

幅32.⒛%。 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增加。

(二 )项 目支出⒛16年决算数 195,∝ 万元,其 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I95,∝ 万元,用 于人力资源事务等方面的

支出。包含 :

1、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巧0.1吐 万元,主要用于机构编制相关

业务工作的支出,⒛ 17年决算比⒛16年决算减少 68,⒓ 万元,减

少 31.″ %。 主要原因是专项工作减少,项 目支出减少。

2、 其他人力资源事务支出狃,⒛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管理体

制研究和机构编制数据管理业务工作的支出。⒛17年决算比⒛⒗

年决算增加 29.71万元,增幅 1.阢 倍。主要原因是增加全国机构

编制信息化试点建设项目。

四、⒛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20I7年哈尔滨市编委办财政拨款收入合计为 1466,30

万元。其中: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财政拨款收入 ⊥466.30万 元,比 ⒛ 16

年决算数增加 145.90万 元,增加 11.05%,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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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增加全国机构编制信息化试点建设项目。

2、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 60.阢 万元,包括行政单位财政拨

款的结转和结佘,以及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佘,主要是

为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当年或

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比20I6年决算数减少狃.阢

万元,减少 伲.阢%,主要原因⒛16年加大了对年初结转和结佘资

金的消化力度。

(二 )⒛ 17年哈尔滨市编委办财政拨款支出合计为 13⊥ 8.锔

万元,其 中:

1、 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支 出阢6,95万元,主要用于哈尔滨

市编委办所属单位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

编制管理所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比⒛⊥6年决算数增加

39.陇 万元,增加 4.40%,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增加

2、 教育支出2.钧 万元,主要用于哈尔滨市编委办及所属事

业单位的培训支出,比 2016年决算数增加 0,16万元,主要原因

是根据年度培训任务不同,培训略有减少。

3、 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 )支 出 101.⒛ 万元,主要用于哈尔

滨市编委办及所属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比⒛16年决

算数增加 0.05万元。

4、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72,阢 万元,用 于哈尔滨市编

委办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比⒛I6年决算数减

少 2.1珏 万元,减少 2.85%,主要原因是普在职人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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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房保障 (类 )支 出 194,73万 元,主要用于按照国家政

策规定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住房改

革方面的支出。比⒛16年决算数增加 幻.陇 万元,增加 32,⒛%,

主要原因是购房补贴增加。

(三 )年末结转和结佘 ⒛8.39万元,为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

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执行,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比⒛⒗ 年决算数增加 23,15

万元,2017年度一次性项目经费结转资金有所增加。

五、⒛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市编委办⒛17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财政

拨款支出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度从哈尔滨市财政取得的财

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佘资金

发生的支出。

(一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市编委办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318.锔 万元,比 2016年

决算数增加 ″.89万元,增加 6,27%。 与⒛⒗ 年年初预算相比增

加 9.H万元,增加 0,m%。

(二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

市编委办⒛17年度财政拨款艾出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支出阢6,95万元,占 71.821%;教育支出 2.佣 万元 ,

占0.1叽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1.35万 元,占 7,69%;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2.阢 万元,占 5,50%;住房保障支出 194.73



万元,占 I4,77%。

六、⒛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箅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箅情况说明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

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017年 哈尔滨市编委办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数 H⒛.铝 万

元。其中:

(一 )工资福利支出m2.⒛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⒛0.m

万元、津贴补贴 161,13万 元、奖金 95.⒗ 万元、其他社会保险缴

费 %.⑴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鸫,羽 万元等。

(二 )商 品和服务支出 130.41万 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8,m

万元、印刷费 0,50万元、水费 0.腿 万元,邮 电费 2.陇 万元、取

暖费⒛.″ 万元、差旅费 5,72万元、因公出国 (境 )费用 7,96

万元、维修 (护 )费 3,⒛ 万元、工会经费 8,26万元、福利费 9.胡

万元、公务接待费 0.肥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阢 万元、

其他交通费46,徂 万元等。

(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⒛9,89万元,主要包括退休费

101,35万 元、生活补助 15.⒛ 万、住房公积金 ω,⑿ 万元、提租

补贴 秕.GO万元、购房补贴兜,7o万元、采暖补贴 1G,72万元等。

(四 )其他资本性支出 0.阴 万元,全部为办公设备购置。

七、政府性基金预箅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箅表情况说明



本部门⒛I7年无政府性基金收入。

人、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 ) “三公
”
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 ,哈尔滨市编委办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I5.⒃

万元,全年支出决算 巧,⒛ 万元,其 中:因 公出国 (境 )费支出

决算 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6,85万元,全

部为公务用车运行费,占 96,⒆%;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咒 万元,

占3.01%。 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 (境 )费支出7,%万元,与 20⊥ 6年相比有所增

加。我单位有一名工作人员参加因公出国项目。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6,阢 万元,全部为公务用车

运行费。哈尔滨市编委办是车改单位,车辆运行支出主要事业单

位用于市内因公出行等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等,比 ⒛16年下降了2.50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加

强公务用车管理节约财政开支。

3、 公务接待费支出0,78万元。主要用于和其他单位开展业务

交流及接受相关单位检查指导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国内公务接待 3

批次,28人次。比⒛16年增加 0.佣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外

省市编办到我单位学习交流的人员略有增加。

2017年度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哈尔滨市编委办安排的

⒛16年度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 15.⒃ 万元,其 中: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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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 (境 )费预算 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 6,87

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 0,出 万元。 “
三公

”
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实际支出、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均低于预算数

(二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机关运行经费主要是指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

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维修 (护 )费 、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水费、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哈尔滨市编委办 2017年度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

运行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 ⒛,51元 ,比 20⒗ 年减少 1.η 万

元,减少 2.M%,我办本着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压缩行政消耗性开

支的理念,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有所下降。

(三 )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⒛1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5.阢 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

货物艾出。

(四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⒛17年 ⊥2月 31日 本部门国有资产总额 295,26万元。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无房屋,为车改单位,办机关无

公务用车辆,三家所属事业单位因未车改,共有车辆 3台 ,全部

为一般公务用车。本部门无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和单

价 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五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本部门⒛17年度没有 100万元以上 (含 ⊥00万元)的部门预

算项目支出和市级产业类专项资金支出 ,也未被纳入实施整体支

出绩效评价的部门,因此没进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反映财政部门用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

单位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
“
财政拨款收入

”
、 “

事业收

入
”
之外取得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佘:指 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

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佘,也包括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佘。

五、一般公共服务 (类 )政府办公厅 (室 )及相关机构事务

(款):反映各级政府办公厅 (室 )及相关机构的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 (类 )人力资源事务 (款 ):反映机构编

制方面的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指
哈尔滨市编委办所属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和离退休干

部管理机构为离退休人员提供管理和服务所发生的工作支出。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项 ):指哈尔滨市编委办所属

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

八、住房保障 (类 )住房改革 (款 ):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



向职工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住房改革方面

的支出。

住房公积金:指按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规

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以职工工资为缴存基数,分别按照一定

比例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

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规范后发放的

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

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等。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 bO/0,不得高于 12%。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

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

竣工项目结佘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佘: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

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佘,也包括事业

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佘。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咸 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
“三公

”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

排的因公出国 (境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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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中,因 公出国 (境 )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 (境 )的

往返机票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指单位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

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

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四、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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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