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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温江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1、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方针政

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拟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年

度计划和阶段工作重点并组织实施。

2、集中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执行、监督、检查、处罚权。

3、集中行使市容秩序和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执行、监督、检查、处罚权。

4、集中行使城市建设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执行、监督、检查、处罚权。

5、集中行使市政管理方面（包括公用事业管理）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执行、监督、检查、处罚权。

6、集中行使食品卫生管理方面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证饮食摊点的执行、监督、检查、

处罚权。

7、负责对全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组织、指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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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工作；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处罚不当和应受

理而不受理的行为，作出更正或直接查处。

8、负责城市户外广告、商招店招定点设置的审查和监

督管理;负责公益和商业活动临时性占道审查。

（二）2016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以“五个之城”建设为抓手，创建优美城乡环境

（1）完善考评机制，细化城乡环境督导标准。从严考

评督导，推行“红白牌制度”，季度排名成绩直接与以奖代

补经费挂钩。

（2）开展专项行动，提升城乡环境治理水平。一是开

展城郊结合部攻坚行动。完成了鱼凫桥节点、邹家场节点的

打造提升和海科名城小区、五洞桥路的结合部环境治理。二

是开展十二条主要道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针对光华大道、

骑士大道等十二条主要道路沿线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三是开

展医学城（科技园）环境治理攻坚行动，按照“三落实一定

期”的格局开展科技园区域环境整治提升。四是开展三轮车

专项治理，配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三轮车治理。

（3）深化农村环境治理，发挥示范创建引领作用。一

是持续抓好“四改六治理”中的农村环境治理，以环境卫生

整治、基础设施完善、管理水平提升等为重点，扎实推进村

容村貌整治，今年纳入整治范围的 4 个薄弱村，现硬件改造

已基本完成。二是持续开展环境优美示范创建，省级环境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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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镇寿安镇的创建工作正全面推进，环境优美示范村柳城街

办南街社区、寿安镇天星村已完成省级环境优美示范村（社）

创建。

2、以“大城市细管理”为基础，推进城市管理提档升

级

（1）加强城市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品质。一是严控违

章占道行为。二是治理违法露天占道烧烤。三是加强非机动

车乱停乱放治理。四是开展街面施工乱象治理。五是开展广

告招牌专项治理。六是开展“牛皮癣”等小广告治理。

（2）强化扬尘整治，建设天蓝地绿之城。一是大力开

展专项整治，先后开展扬尘整治百日行动、扬尘整治春季行

动、管工地堵源头专项行动，排查整改扬尘污染源 247 处。

二是开展“不见土”和“增花添彩”专项行动。三是强化工地管

理。检查在建工地 596 个次，查处违规施工工地 7 个；开展

道路扬尘联合整治 49 次，检查渣土运输车 335 辆，处罚违

规渣土车 15 辆。四是推进扬尘治理“四大工程”。全面完成

年度四大工程工作任务。

（3）严格巡查管控，加强违法建设治理。一是继续加

强四改六治理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完成 3处违法建设（共

计 3050 平方米）整治。二是开展城郊结合部违法建设治理

攻坚行动，已于 2 月 2 日拆除 1 处 60 平方米的违法建设。

三是开展主要通道环境综合治理违法建设治理。拆除违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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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0 处、共 1410 平方米。四是超额完成存量违建拆除工作。

全区共拆除违法建设 264 处，31683 平方米，超额完成我区

年度目标任务。

（4）建设数字平台，实现城市智能管理。一是完成数

字城管系统升级改造建设工作。完成新版数字化城管系统建

设，经半年试运行，新系统于 7 月 1 日正式上线。9 月中旬

完成“温江区公众参与互动平台”项目技术方案评审工作，

将于近期开展项目招投标及后续建设工作。二是构建符合我

区实际的数字化城市综合监管运行标准，考评机制和协同机

制。三是开展数字化综合监管问题的发现、立案、派遣、处

置和复查工作。接收案件共计 20858 条，向 28 个责任单位

派遣案件 20638 条，各责任单位共处置 19206 条，处置率为

93%。共发出督查周报 10 期，通报重点问题 296 处，处置 296

件。

（5）严格督促检查，确保重点工作成效。采取现场督

查，领导带队督查和联合督查的形式，开展督查。围绕督查

台帐建立问题库，下发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督办事项通知 290

期。办理市长、区长信箱、96110、市长公开电话等督办 1132

件。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热线服务电话受理案件共计 1750 条。

二、部门概况

区城市管理局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2 个。

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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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区城市管理局本年收入合计 4348.15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276.83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348.15 万元，占 100%，增加 276.83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人员经费增加。

2016 年区城市管理局本年支出合计 4348.15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276.83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其中：基本支出 2166.06 万元，占 49.82%，增加 407.77 万

元，主要变动原因人员经费增加；项目支出 2182.09 万元，

占 50.18%，减少 130.94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是工程项目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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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4348.15

万元。与 2015 年财政拨款收入 4071.32 万元相比，增加

276.83 万元，增长 6.8%；与 2015 年财政拨款支出 4071.32

万元相比，增加 276.83 万元，增长 6.8%。主要变动原因是

人员经费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3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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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 2015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3571.4 万元相比增加 776.75 万元，增长 21.74%。主

要变动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和 2015 年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安排的项目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348.15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6 万元，占

0.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1.37 万元，占 2.1%；医疗卫

生支出 48.94 万元，占 1.13%；节能环保支出 87 万元，占

2%；城乡社区支出 3932.01 万元，占 90.43%；住房保障支出

188.23 万元，占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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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项）:2016 年决算数为 0.6 万元，完成预算 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未归口管理的离退休（项）:2016 年决算数为 9.82 万元，完

成预算 1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16 年决算数

为 81.55 万元，完成预算 100%。

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2016 年决算数为 48.94 万元，完成预算 100%。

4.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防治（款）大气（项）:2016

年决算数为 87 万元，完成预算 100%。

5.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2016 年决算数为 1702.12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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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事务（项）:2016 年决算数为 0.1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

法（项）:2016 年决算数为 1990.78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

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08.01 万元，

完成预算 10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乡

社区规划与管理（项）:2016 年决算数为 9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

区环境卫生（项）:2016 年决算数为 22 万元，完成预算 100%。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2016 年决算数为 188.23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166.06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407.77 万元，主要变动

原因人员经费增加。其中：

人员经费 1980.4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

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生活

补助、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185.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

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劳



10

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

算为 87.65 万元，完成预算 88.03%，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为 1.98 万元，完成预算 100%；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85.32 万元，完成预算 88.32%；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35 万元，完成预算 35%。2016 年度“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我局进一步严

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安排正常工作中必要的公务接待

开支及下半年公车改革减少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5 年

增加 29.45 万元，增长 50.5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增加 1.98 万元，增长 100%，主要变动原因是 2016 年

增加市城管委组织赴台湾考察学习城市管理先进经验。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 27.12 万元，增长

46.6%，主要变动原因是区城管执法大队新购置执法巡逻工

具车 3 辆；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0.35 万元，增长 100%，

主要变动原因是 2015 年无公务接待支出。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6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1.98 万元，占 2.2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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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决算 85.32 万元，占 97.3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35 万元，占 0.4%。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6 年因公出国（境）费 1.98 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

国（境）团组 1 次，出国（境）1 人。开支内容：成都市城

管委组织各区县赴台湾学习台湾的城市管理先进经验，主要

考察了台湾市政管理、垃圾处理、政策法规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85.32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34.19 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

务用车 3 辆，其中：工具车 3 辆、金额 34.19 万元，主要用

于区城管执法大队执法巡逻。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单位共

有公务用车 15 辆，其中：轿车 1 辆、越野车 1 辆、工具车

13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1.13 万元。主要用于城市管

理和城乡环境治理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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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

2016 年公务接待费 0.35 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

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

待 2 批次，43 人，共计支出 0.35 万元，具体开支内容：接

待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城市建设管理学习考察团 9 人，金额

0.16 万元；接待成都市新都区城市管理局赴温江区学习考察

“门前三包”管理工作 34 人，金额 0.19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

排支出。与2015年相比减少499.92万元，主要变动原因2016

年未安排工程项目。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区城市管理局 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85.6 万元，

比 2015 年 170.15 增加 15.45 万元，增长 9.08%。主要变动

原因是公用经费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 年度，区城市管理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11.4 万

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139.38 万元，主要变动原因是 2016

年新增工具车购置、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服务、数字城管平台

建设。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55.2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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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3.61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32.57 万元。主要用

于区城管执法大队执法巡逻工具车购置、办公办案设备购

置、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服务、牛皮癣清理、区城市管理监督

指挥中心数字城管平台建设。部分对小微企业政府采购。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区城市管理局公有车辆15辆，其

中：一般公务用车15辆。无大型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对 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目标管理，共编制绩效目标 17 个，

涉及财政资金 1643.34 万元，覆盖率达到 100%。

十、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人大事务支出（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项）：指行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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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未归口管理的离退休（项）: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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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的离退休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指机关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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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

险费缴费缴费。

6.节能环保支出（类）污染防治（款）大气（项）:指

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汽车尾气、酸雨、二氧化硫、沙尘暴

等方面的支出。

7.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 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的基本支出。

8.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项）:指行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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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

法（项）: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指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理事

务方面的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

乡社区规划与管理（项）:指城乡社区、名胜风景区、防灾

减灾、历史名城规划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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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环境卫生（项）:指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

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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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为职工缴纳

的住房公积金。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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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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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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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17.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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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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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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