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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开发区公安分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1．根据开发区工、管委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和区内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开发区治安工作方

案，落实区内公安保卫工作责任。 

2．开展国内安全保卫工作。 

3．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保卫区内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 

4．管理区内外事及出入境工作。 

5．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6．管理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7．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8．管理特种行业和公共复杂场所。 

9．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10．预防、制止和侦察违法犯罪活动。 

11．对监外执行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12．指导、监督区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工作，指导治保会等群众性组



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3．开展区内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工作。 

1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责。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序号 单位名称 

1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 

 

 

 

 

 

 

 

第二部分 开发区公安分局部门预算报表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空表列示。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空表列示。 

 



 



 

 

 

 

 

 



 

第三部分 开发区公安分局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16 年收入 7104.01 万元，支出 7095.58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97.68 万元，2015 年收入 7177.5

万元，支出 7324.2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89.3 万元，收入相比上年减少 73.49 万元，支出相比上

年减少 228.62 万元。2016 年财政拨款收入 7104.01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 7095.58 万元，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 97.68 万元。2015 年财政拨款收入 7177.5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 7322.6 万元，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 89.3 万元。收入支出减少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基本支出增加，项目支出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三公”经费预算为 121.93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12.58

万元，公务接待费 9.35 万元。2016“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112.58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112.58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2016 年底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44 辆。本年

未购置新车。2015 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86.7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6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84.1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相比 2015 年，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由于 2016 年公车



改革后核编 44 辆车较上年核编 29 辆车有所增加。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无公务接待费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949.02 万元，比 2015 年增加 329.46 万元，增长 12.58%。

主要原因是：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在职人员增加，日常公用经费定额项目增加；2016 年公车改

革后核编 44 辆车较上年核编 29 辆车有所增加，故公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四、政府采购情况的说明 

2016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91.956 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本单位国有资产总额 4354.520031 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 384.890501

万元，占比 8.839%；固定资产 3968.62953 万元，占比 91.138%；无形资产 1 万元，占比 0.023%。

2016 年公车改革后核编 44 辆车，其中公务用车 1 辆，执法执勤及特种作业车 43 辆。 

六、绩效预算情况说明 

无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没有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区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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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 “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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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5. 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6. 对列支的功能分类进行解释 

公安分局部门功能分类名词解释 

功能编码 功能名称 名词解释 



公安分局部门功能分类名词解释 

功能编码 功能名称 名词解释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反映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的支出 

2010308 信访事务 反映各级政府用于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方面的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2080504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

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

险费支出。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交纳的职业年

金支出。 

20808 抚恤 反映用于各类优抚对象和优抚事业单位的支出。 

2080899 其他优抚支出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优抚方面的支出。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21007 计划生育事务 反映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公安分局部门功能分类名词解释 

功能编码 功能名称 名词解释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

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

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204 公共安全支出 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20402 公安 反映公安事务及管理支出。 

2040201 行政运行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040202 一般行政事务管理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

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2040204 治安管理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开展治安管理工作的支出，包括所属巡警队、

特警队、派出所、110 等方面的支出 

2040206 刑事侦查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支出 

2040208 出入境管理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开展出入境管理工作的支出，包括“三非”外

国人遣返，出入境证照印制、管理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方面支

出 

2040211 禁毒管理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开展禁毒工作的支出 

2040212 道路交通管理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开展各类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支出 

2040216 网络运行及维护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各类专网、局域网的租费、运行费、维护费、

软件开发费等方面的支出 



公安分局部门功能分类名词解释 

功能编码 功能名称 名词解释 

2040219 信息化建设 反映各级公安机关用于“金盾工程”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支出 

2040299 其他公安支出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公安方面的支出 

221 住房保障支出 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于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安排的住房改

革支出。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