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成都市温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5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 

成都市温江区发展和改革局是温江区行政机关单

位；内设 7个科室，1个分局，下属 3个事业中心。 

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发展和改

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拟订全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方针政策，组织拟订全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指导和

协调各产业、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负责城市总体规划、

国土开发整治保护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的衔接工作。2、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发展状

况，负责对全区经济运行形势进行预测、监测和分析；开展

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的调查

研究，提出应对建议；综合运用经济手段，通过法规和政策

协调、信息指导，保证全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的实施。

3、研究提出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资金来

源和政策；牵头编制年度政府投资计划，指导、监督投资计



划的实施；负责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管理工作；组织发布固定

资产投资信息，引导民间资金投资方向，参与监督管理全区

固定资产市场。 

4、研究提出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规划及年度投资计划；

负责重点项目全过程协调管理和监督考核；负责建立全区重

大项目储备库，研究提出加强重点项目管理服务的政策措

施。 

5、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负责全区基本建设投资项

目（含基本建设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转

报工作；指导、监督政策性资金的投资方向，负责国家投资

项目的稽察工作。 

6、指导、协调全区招标投标工作；负责依法制定招标、

投标有关规则，核准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招标事项，按照权限

监督招投标活动，组织对招投标活动的执法检查。 

7、贯彻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参与

制定全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

问题；负责全区政府特许经营权出让管理的日常工作。 

8、研究全区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

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问题，参与协调全区资源开发与利用、环

境保护、生态建设等规划的制定。 

9、参与协调全区能源规划、建设工作；负责成品油的

行业管理，负责加油（气）站布点规划、立项；负责《成品

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申领、变更、年审）初审、备案和



转报工作。 

10、承担全区价格管理职责，制定并落实调控物价总水

平的措施，参与价格总水平变动相关的决策研究；负责监测、

分析、预报市场价格动态和价格变化趋势，提出相关政策和

价格改革建议；负责全区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

管理工作；依法对列入监审目录的重要商品和服务实施成本

监审。  

11、负责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依法制定、调整

由区政府管理的重要商品价格和重要收费标准并组织实施。 

12、负责全区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

为和违法案件；负责受理价格投诉、举报。 

13、负责对全区公、检、法、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案件

中涉及的扣押、没收、追缴物品及纠纷物等涉案物品进行价

格鉴定；负责政府调定价前期成本测算和价格认证。 

14、承办区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5、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人员情况 

共有编制 39 名，实有在职人员 45 人，其中：行

政（事业）编制 38 人，实有 38 人；工勤编制 1 人，实有 

7 人；退休人员 25 人。另劳务派遣 3人。 

二、收支预算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5 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1394.19 万元，比 2014 年    

万元增加 373.63 万元，增长 36.6%   。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当年财政预算拨款 1394.19 万元，比 2014 年 1020.56

万元增加 373.63 万元，增长 36.6 %。主要原因是 1、政府

投资项目评审经费因项目评审支付方式发生变化由评审中

心全额支付 年初预算较 2014 年增加 156 万；2、新增深改

办工作，增加经费 90 万元；3、新增“十三五”规划工作经

费 95 万元；4、新增纪检监察工作经费 10 万元等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15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 1394.19 万元，比 2014 年    

万元增加 373.63 万元，增长 36.6%。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基本支出预算 566.19 万元，比 2014 年 538.56 万元

增加 27.63 万元，增长 5.1 %。其中：财政拨款 538.56 万

元。基本支出包括：人员支出 387.9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125.83 万元，基本公用支出 52.41 万元。变动

的主要原因：基本支出人员支出补薪增加 。 

2、项目支出预算 828 万元，比 2014 年 482 万元增加 346

万元，增加 71.78 %。其中：财政拨款 828 万元。 

三、项目支出预算支持的主要方向 

2015 年项目支出预算 828 万元，支出的部分主要项目如



下： 

（一）项目收集、储备、策划、包装经费 100 万元。主

要用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项目前期调研、储备项目收集、

外出考察、专家咨询费，编制项目策划书、项目建议书和可

行性研究报告。 

（二）物价工作管理经费 78 万元。主要用于涉农、涉

企收费公示，服务进万家，三级网络建设；双认定工作；价

格应急调控资金；价格鉴定工作；成本监审和价格监测，价

格调控基金管理；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等。 

（三）区域经济运行研究，监控经费 100 万元。主要用

于区重大经济课题研究以及区域经济运行研究，监控。 

（四）三大园区项目、全区重大项目及全区固定资产管

理运行监察经费 48 万元，主要用于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及重

大项目建设的问题协调、督查督办，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培

训和维护，全区省市区三级重点项目工作督查、问题协调等。 

（五）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稽查经费 276 万元。主要用

于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进行评审中介服务经费及部分管理

工作经费，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方案），初步设计概

算等；对项目的检查和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对项目实施管理。 

（六）深改办工作经费 90 万元。主要用于全区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的调查研究、推进工作；以及组织协调、学习培

训、信息采集、资料编印等支出  



（七）十三五规划工作经费 95 万元。主要用于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课题咨询及纲要编制工作。 

（八）纪检监察工作经费 10 万元。 

 

 

 

 

（附表三）：成都市温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5 年收支预

算总表 

（附表四）：成都市温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5 年项目支

出预算表 

 

 

 

 

 

 

 

 

 

 

 

 

 

 

 

 

 

 

 

 

 



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温江区发改局   
 

单位：

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2015 年预算

数 
项          目 2015 年预算数 

一、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394.19 一、基本支出 566.19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

入 
1394.19    其中：人员支出 387.95

          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5.83

二、当年财政专户收入         基本公用支出 52.41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上级补助收入 二、项目支出 828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行政事业专项支出 828

六、其他收入   经济建设专项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394.19 本年支出合计 1394.19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五、事业单位结余分配  

八、上年结转     其中：转入事业基金 

    其中：上年财政拨款指标结

转 
六、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394.19 支    出    总    计 1394.19

 

 

 

 

 

 

 

 



项目支出预算表 

     

编制单位：温江区发改局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科目编码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类 款 项 

 331     合计 828 

33101     区发改局单位本级 828 

 201 04 06 经济运行监控工作经费 100 

      深改办工作经费 90 

      十三五规划经费  95 

 201 04 08 价格认证鉴定工作经费   16 

   
涉农、涉企收费公示，服务进万家，三级网

络建设 
10 

   价格管理、价格服务工作经费 52 

 201 04 99 政府投资项目评审经费 276 

      编外劳务  16 

      纪检监察工作经费  10 

      项目融资，监控，稽查工作经费 15 

      项目包装策划经费 100 

      
三大园区项目、全区重大项目及全区固定资

产管理运行监察等 
48 

         

         

注：附表三、附表四数据取自财政批复的部门预算相关内容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