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巢湖市人大办 2016 年决算说明 
 

一、2 016 年本部门主要职责  

人大 常 委会 办 公室 下 设一 个 综合 办 事机 构 -- 办 公室 和六

个工作机构：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农业与农

村工作委 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根据职责，常委会办公

室下设 信访室 、秘书室、行政事务室 3 个职能机构。具体职责为： 

1、承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 关筹备 及会务工 作。 

2、承办常委会会议、常委会党组会议、常委会主任会议有

关会务工作。 

3、负责常委会综合性文件、材料以及常委会会议、常委会

主任会议纪要等 文稿草 拟工作。 

4、负责常委会《公报》、《人 大工作 》、《送 阅材料》编印等

工作。  

5、承办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评议、视察、调研、考察

等活动的有关服 务工作 。 

6、配合有关工委督促检查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

决定和审议意 见的贯 彻落实。 

7、协助做好市人大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移送、

催办等具体工作。 

8、协助做好常委会联系市人大代表和在本市的全国、省、



市人大代表的具体 工作。 

9、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10、负责常委会  机关文电处理、  档案管理、机要保  密、

印鉴管理及文印等 工作。 

11、负责常委会机关制度建设 的有关 具体工作。 

12、负责常委会机关精神文明 建设的 有关具体工作。 

13、负责常委会  机关来宾接待、  财务管理、资产管  理、

车辆管理、卫生管理、安全保卫等后勤服务工作，做好机关

离退休干部的有关 服务工 作。 

14、承办协调各工委的具体工 作。 

15、围绕人代会 、常委会的重要 议题及决议、决定 贯彻

落实情况开展调研 。 

16、承办常委会领导交办的其 他工作。  

二、部门 概况 和 2016 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巢湖市人大办为一级行政 单位，下设 信访室 、秘

书室、行政事务室 3 个职能机构。在职人员  23  人，离休及

退休人员 29 人，遗属补助人员 2 人。年初聘用人员 5 人，

车辆 7 辆。 2016年 5月完成公务用车改革，保留车辆 3辆，

无聘用人员。 

（二）2016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组织召开各类会议。 

全年召开人代会 2 次，常委会会议 14 次，主任会议 36 

次。按照组织严密、程序规范的要求，切实为各类会议提供

周道保障，会前及时发出通知，材料印刷整洁，逐一清点装



袋。在会场布置上细致到位，坚持和完善了参会和列席人员

在大会和分组审议时都摆放席卡制度。圆满完成人大县乡同

步换届工作。一年来，办公室协助组织召开了全市人大工作

会议、两学一做专题教育、“讲看齐、见行动”学习讨论等

有关会议、机关学习会等各种会议 90 余次，会前准备到位，

会中协调有序，会后整理及时，充分保证了各类会议的顺利

召开。 

2、强化监督服务保障。2016 年，共组织视察 4次，调 

研 12 次，执法检查 2 次；开展专题询问 1 次；听取审议专

项工作报告 14项；发出审议意见书 14 份，作出决议决定 19

项；初审和出台相关制度、办法 4 项。为常委会加强财政经 

济监督做好保障，积极开展调研座谈，为审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财政预决算等情况等报告打好基础，批准 

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几项指标调整和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为 

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做好保障，强化与“一府两院” 

及各部门的协调对接，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市政府美好乡村建 

设、社区卫生、防汛抗旱、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等报告，市法 

院科技化信息化应用工作报告，市检察院公诉工作情况的报 

告等。2016 年，共接收报送备案的 规范性文件 45 件，督

促有关方面纠正审查发现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

办公室及机关各工作机构撰写和编写审议意见、调研报告等

37 余篇，并跟踪监督办理落实情况。 

3、保障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为常委会依法决定重大

事项提供服务，强化事前调研了解论证，会前协商讨论，2016 



年，常委会及时审议了市政府授予巢湖舰全体官兵“巢湖市

荣誉市民”称号、“中黄烔”区域命名等议案。对 2016 年

政府性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监督，并对 2016 年政府提请的 34

个 3000 万元以上项目进行调研评审。为人事任免工作提供

保障，协助人选工 委做好任前考试、任中供职，通过精心

组织会议，搞好程序 对接，为投票表决、向《宪法》宣誓、

颁发任命书等法定程 序的执行做好后勤保障。 

4、做好代表服务工作。适时召开政情通报会，邀请市 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就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向代表进行通

报。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党风政风

监督、窗口单位监督等活动，共邀请 52名人大代表参加旁

听庭审活动。坚持做好闭会期间代表服务工作，定期向基层

人大、代表小组寄送常委会《公报》等学习资料。邀请合肥

市和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加各类座谈会、专题询

问、执法检查、代表建议办理满意度测评等达 34余人次。 定

期检查、指导全市的代表活动室建设，督促活动室达到“六

有”建设目标。对 18 个乡镇街道、61 个代表小组的调研，

组织 210 名基层市人大代表开展集中分片视察活动，组织

63 名在巢合肥市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等活动。

议案建议办结率 100%，对 11 条办理基本满意的建议，组织

了满意度测评，使 11 个基本满意的建议全部满意通过。  

5、加强机关干部和人大代表学习培训。组织“一月一

法”的学习活动，先后学习了 15部法律法规。通过组织参

加全国人大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培训班、全国人大新



《预算法》专题学习研讨班、全省和合肥市人大干部培训班 

等多层次、多专题的学习培训，通过接待上级和外地人大来 

巢开展执法检查、调研视察和学习交流，提升工作标准。 

6、积极做好人大宣传。通过搭建宣传台、发放宣传册、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代表法》颁布实施纪念日、“国 家

宪法日”宣传纪念活动。2016 年，共编发常委会公报 5 期， 

巢湖市人大工作 10 期。在《人大代表报》等刊物上发表宣

传人大工作的新闻稿件和理论文章 11 余篇。全国、省、合

肥市人大网站刊发信息 1000 余条。在第三届全省人大好信

息评选中获三等奖；在合肥市 第二十二届宣传人大制度好

新闻、好论文评选中获两个二等 奖。常委会办公室获得合

肥市人大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 

7、做好人大信访工作。把加强信访工作作为密切联系 

群众的重要渠道，坚持常委会负责人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凡 

重要信访案件，及时批转，全程监督，跟踪督办。对于疑难、 

复杂案件，邀请有关部门会商解决。2016 年，共接待群众

来访 180余人次，受理信访件 35件。 

三、2016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 年度收入总计 761.88万元，支出总计 749.38万

元。与 2015 年相比，收、支总计分别增加 3.68 万元、57.88 

万元，分别增长 0.4%和 7.16%。主要原因：一是人员调整，

特别是车改后，聘用人员解聘后增加补偿款，导致支出增加；

二是 2016年项目支出增加。 

四、2016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695.2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95.23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 

五、2016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749.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84.65 万

元，占 78.02%；项目支出 164.72 万元，占 21.98%。 

六、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 年度收入总计 761.88万元，支出总计 749.38万

元。与 2015 年相比，收、支总计分别增加 3.68 万元、57.88 

万元，分别增长 0.4%和 7.16%。主要原因：一是人员调整，

特别是车改后，聘用人员解聘后增加补偿款，导致支出增加；

二是 2016年项目支出增加。 

七、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749.38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57.88 万元,增长 7.16%。主要原因：一

是人员调整，特别是车改后，聘用人员解聘后增加补偿款，

导致支出增加；二是 2016年项目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749.38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584.65 万元，占 78.02%；项目支出 164.72万元，占

21.98%。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2016 年度决算 505.24 万元，比 

2015年增加 95.44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人员调动、职级并



行及人员解聘补偿款等；二是人员调出。其中：“行政运行”

决算 389.75万元，主要用于人大机关正常运转。“其他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决算 111.12万元，主要用于召开会议、代

表履职、招商引资等。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16年决算 17.06万元，主

要用于信息发布等工作。 

3、“社会保障和就业”2016 年度决算 198.36 万元，

比 2015 年增加 31.44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离退休人员导

致支出增加。其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决算 

184.39 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退休金和其他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2016 年度决算 37.09万元。其中：

“住房公积金”决算 20.48万元；“提租补贴”决算 8.22万

元。 

5、无政府采购项目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6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84.65 万元，其中人员

经费 517.3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

社会 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

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

个人和 家庭补助支出；公用经费 67.3万元，主要包括：办

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

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 

八、2016 年度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政府性基金年初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 0



万元，本年支出 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万元。 

九、2016 年度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说明 

2016 年度财政拨款开支的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为

13.6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1.4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支出决算为 12.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 公务接待费支出 5.4万元，主要用于接待除市 

接待部门应该承担的上级、外省市单位业务指导和工作调研

等公务往来。2016 年，国内公务接待共 48 批，510 人次。

经费使用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巢 

湖市市直单位公务接待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巢财行

[2015]90 号）等相关规定。支出与 2015 年度决算相比，

增加 5 万元，增长 1250%。原因是费用跨年结算和 2016年

防汛值班用餐按招待费记列，导致支出增加。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1.64 万元，减少

0.56万元，下降 4.5%。包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1.64 

万元，与 2015 年度决算相比，减少 0.56 万元，下降 4.5%。

支出降低原因是加强管理，维修燃油严格控制等。经费支出

包括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主要用

于日常公务、监督 检查、视察调研等活动。2016 年，人大

机关的公务用车保有数 3 辆。公务用车购置数 0，公务用车

购置费支出 0 万元, 与上年持平。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 年度巢湖市人大办公室机关运行经费 389.74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等。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年度巢湖市人大办公室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0.40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0.4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

出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万元。无支持中小企业等政

府采购。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巢湖市人大办公室共有车辆 3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3辆、执法执勤车 0辆、专业技术

用车 0辆、其他用车 0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台（套）。 

十一、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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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巢湖市人大办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 巢湖市人大办收入决算表 

3. 巢湖市人大办支出决算表 



4. 巢湖市人大办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5. 巢湖市人大办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 巢湖市人大办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表 

7. 巢湖市人大办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表 

8. 巢湖市人大办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决算情

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