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总体收支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一）部门收入预算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部门收入预算为 3182.27 万元，

全部为财政一般拨款。

（二）部门支出预算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计 3182.27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共计 2045.31 万元，占总支出的 64.27%。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1827.23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9.34%；商品和

服务支出 122.29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5.98%；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95.79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4.68%。

（2）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共计 1136.96 万元，占总支出的 35.73%。主要

项目有：1. 财政委托业务支出 590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51.89%；2.信息化建设经费 135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11.87%；

3．采购办招标室装修、设备购置支出 150 万元，占项目支

出的 13.19%；4.劳务派遣人员工资、社保支出 88 万元，占



项目支出的 7.74%；5.国有资产配置、清查、处置、鉴定支

出 28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2.46%；6.10 个财政所工作经费

50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4.40%；7.财政预算编制及财政决算

经费等 20 个项目共计 95.96 万元，占项目支出的 8.44%。

（三）部门收支预算变化情况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计 3182.27 万元，

与 2018 年（1908.5 万元）相比增加 1273.77 万元，增幅为

66.74%。主要原因是：1.人员经费增加；2. 按照区委、区

政府工作安排，委托业务支出项目增加涉税委托代理事务及

增加财政评审业务费；新增采购办招标室设备购置及装修；

新增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及社保；增加财政信息网络运行及维

护经费。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及增减变化情况分析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5.5 万元，

与上年（5.9 万元）相比减少 0.4 万元，减幅为 6.78%。

（一）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 万元，与上年（3 万元）相比无

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费

我部门 2019 年没有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三）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 2.5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0.4 万元，减幅



13.79%。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洛龙区财政局 2019 年部门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总计

903.57 万元，其中：办公费 94.44 元；印刷费 33.78 元；手

续费 0.1 万元；邮电费 3 万元；差旅费 2.9 万元；维修费 26.4

万元；培训费10.5万元；公务接待费2.5万元；劳务费119.64

万元；委托业务费 59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修费 3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7.31 万元。

四、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洛龙区财政局局 2019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 万

元，其中：开元财政所涉及政府采购 2 万元，用于购买 4 台

电脑，4 台打印机。

五、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9年，洛龙区财政局共组织对 23个项目进行了预算

绩效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1136.96 万元

。

绩效评价结果概况说明：

1. 办公设备更新及维护项目，预算金额5万元，项目概

况：局机关归口12个股室，项目用于相关股室的办公电脑、

打印机的维护和更换，预算安排3.31万元；办公桌椅的维护

和更换，预算安排0.49万元；采购办招标室监控、投影设备

维护，预算安排1万元；国库办购置装订机，预算安排0.2万



元。合计：5万元。项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

编报规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

年1月1日-12月31日；项目总投资额：5万元；2019年度投资

金额：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证全局办公设备的正

常运行，确保机关12个归口股室能正常开展业务，包括全区

各预算单位年初预算、年终决算，计划内相关资金的审批、

拨付，财政资金追加业务审批、拨付，以及政府采购、项目

评审、项目绩效评价等所有财政预算执行。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项目，涉及局机关及国资中心

，预算金额3万元，项目概况：1、定期对政府采购代理公司

进行实地调查；2、全年安排对全区工程项目进行实地检查

，完成项目评审；3、全年对税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协

办；4、全年对人民银行、洛阳银行等设立账户银行进行业

务上的交流；5、全年对上级所安排的会议、培训等进行公

务用车；6、全年对扶贫工作进行助力、督办。7、全年对国

有资产实地检查。车辆燃油费：2辆*800元/月/辆*12月=1.92

万元；车辆维修、保养：2辆*0.53/年=1.06万元；车辆年审

、停车费：2辆*250元=0.05万元。合计：3万元;项目立项依

据：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及三公经费要求，此

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

月31日；项目总投资额：3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万元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保证公务用车的良好



性能以及车辆燃油的使用，保证不延误各项外办、检查、扶

贫工作的开展。

3. 财政信息网络维护运行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35万元

，项目概况：1、城域网网络租赁费： 130根光纤*1200元/

年=15.6万元，专线8根*260元/月*12月=2.49万元，合计：

18.18万元；2、财政业务系统：预算执行系统（一卡通、非

税等）市局统一签订合同6.5万元，中期规划系统全区涉及

175家单位，市统一合同签订15万元；3、短信平台：0.01元

/月*12月=0.12万元；4、镇办及支付中心网络租赁费：11个

镇办*300元/月*12月=3.96万元，支付中心专线900元/月*12

月=1.08万元；5、预决算公开网站维护费：涉及69家一级机

构，合同签订1.5万元/年；6、信息中心机房设备维护及设

备更新6万元。7、城域网网络维护费合同签订3.7万元；8、

预算执行电子化支付系统按市局合同55万元；9、财政身份

认证系统-国产加密算法升级，合计：6万元；银企互联云服

务18万元合计：135万元;项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中

期项目编报规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

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项目总投资额：135万元；2019

年度投资金额：13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对财政内、

外网进行年度维护，服务器维护、财政软件维护，及时处理

因软硬件问题导致的财政工作停滞，确保全区财政信息系统

及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保障全区财政信息网络的正常运行，



解决全区各预算单位相关财政网络及软件故障，保证工作顺

利开展。

4. 财政专项经费项目，预算金额9万元，项目概况：1、

入户工作资料印刷、版面制作：资料印刷171户*80元/户

=1.37万元，版面170元/块*30块=0.51万元；2、扶贫工作队

驻村工作经费：日常生活用品等3.12万元。合计：5万元。3

、《党课》、《党的生活》杂志征订0.2万元，十九大书籍征订

0.5万元；4、党建工作资料整理印刷费0.3万元；5、党建活

动：租车费、门票、观看电影等0.5万元。共计：1.5万元.6

、文明单位资料印刷、版面制作：资料印刷1万元；书刊征

订0.5万元，工作经费1万元。共计：9万元;项目立项依据：

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

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项目总投

资额：9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完成年度扶贫工作任务，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脱贫条件

，加强宣传力度，让群众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扶贫的意义。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及门主生活会，听取

基层党员意见，更好的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完成年度文明

单位审核验收工作，大力宣传开展以“文明在我心中”为主

题的各项活动。

5. 劳务派遣工资、社保项目，项目涉及局机关、非税局

和资金办，预算金额96.56万元，项目概况：劳务派遣人员



（支付中心2人，国资中心5人，资金办1人，采购办1人，评

审中心3人，办公室4人，预算1人，行财1人，国库2人，综

合1人，农财1人，非税2人）2019年工资、社保;项目立项依

据：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要求，此项目为事业

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

目总投资额：96.56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96.56万元；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证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正常发放，不拖

欠，社保按时缴纳，不滞后。消除派遣人员因工作问题心理

动荡的状态，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完成年度相关工

作，保证评审、采购、档案整理等工作有序完成。

6. 预算编制及财政决算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0万元，项

目概况：1、预算印刷费：183个预算单位及内部科室共需材

料200份*50元/单位=1万元，ppt制作经费1万元；2、国库用

款计划、月报、文件印刷费3万元，协税工作经费5万元。合

计：10万元;项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

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

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1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

：1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印制中期规划编制文件、资

料200份；国库办印制年度用款计划书500本；协同税局、公

安、工商对纳税机构或个人进行排查，防止偷、漏税，保证

财政收入。

7. 采购办招标室装修、设备购置项目，预算金额150万



元，项目概况：1、装修：监控室、开标室、评标室、专家

抽取室、投标室、答疑室、专家休息室、厕所。预算20万元

；设备：监控、录音录像系统、抽取专家设备、门禁系统、

办公桌椅、电子评标设备等。预算130万元;项目立项依据：

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预算此项目经费；项目

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150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15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按整

体装修、设备购置计划及合同，完成采购招标室的装修和设

备购置，按期投入使用，保证招标工作顺利进行。

8. 财政委托业务费项目，预算金额590万元，项目概况

：1、绩效中心专家委托费：重点项目评价5000元/个项目*4

个=2万元，整体评价5000元/个项目*5=2.5万元；2、采购办

专家评标800元/天/人*2天*7人次=1万元；3、国库办专家委

托费3万元；4、评审中心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每年需评

审500-600个项目，预算300万元；协税委托代理费，通过纳

税识别机构预计查出1.4亿元漏税，委托费277.5万元；农财

扶贫专项资金审计、绩效评价委托费4万元。合计：590万元

。，委托第三方机构及聘请专家对政府投资项目、公开招标

、绩效评价等进行评审监督;项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

中期项目编报规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

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590万元；2019

年度投资金额：590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证相关股



室工作的正常开展，更好的完成区委区政府年度工作安排，

对全区政府采购、项目评审、年初预算绩效、财政报告、税

收工作监督、监管，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9. 财政业务培训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8万元，项目

概况：1、 2019年度全区会计业务培训：250元/人/天*1天

*80人=2万元，2、政府采购法、采购业务培训：250元/人/

天*1天*120人=3万元；财政信息中心相关预算执行软件、电

子支付、预决算软件、银企联云软件、财政报告软件培训：

250元/人/天*1天*120人=3万元。;项目立项依据：依据

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此项目为事业发展常年事项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8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8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全

年开展会计培训2次，政府采购培训2次，财政相关网络、软

件业务培训3次，预计年度培训320人次。

10. 非税系统维护费项目，预算金额2万元，项目概况：

全区执收单位票据管理和支出的记账，全市统一使用非税收

入和支出系统信德软件进行电子化记账办，不仅提高了办公

效率，并且使账目井井有条，账目清晰严谨。需对非税系统

进行及时的维护升级及维修;;项目立项依据：根据实际系统

使用中（包括硬件和软件）出现的故障、升级等，也要对原

系统作局部的更新适应性维护，工作中所产生的经费应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



目总投资额：2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2万元；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满足新提出需求（包括硬件和软件）的发展速度

非常快，也要对原系统作局部的更新适应性维护，2019年对

非税系统进行维护，并保持正常运行。

11. 票据工本费项目，预算金额3万元，项目概况：非税

票据购置需要到市非税局票据科领取，非税票据种类共计三

十余种，为全区非税收入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

项目立项依据：根据区属各执收单位使用政府非税票据的需

求，需向上级部门购买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所需经费应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

目总投资额：3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万元；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我单位非税票据购置需要到市非税局票据科领取

，非税票据种类共计三十余种，为全区非税收入工作的正常

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

12. 非税收入专项稽查项目，预算金额8万元，项目概况

：根据市局接省厅文件要求进行对区属所要稽查的执手单位

进行非税收入专项稽查;项目立项依据：根据上级文件要求

稽查政府非税工作所需经费应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项目起

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8万元；2019

年度投资金额：8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采取有关部门

和征收单位全面自查自纠与财政部门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

式，依法查处各种违反非税收入和财政票据规定的行为。



13. 工装费项目，预算金额5万元，项目概况：窗口在职

人员14人，每人一套服装，总共14套服装。;项目立项依据

：依据窗口单位文件要求，在岗人员统一着装；项目起止时

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5万元；2019年

度投资金额：5万元；5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障在岗人员14

人换装需求。

14. 软硬件维护费项目，预算金额8万元，项目概况：区

直92个预算单位财务软件的年度服务和维护及支付中心前

台的记账软件年度服务和维护;项目立项依据：根据财务制

度及工作需要，保证区直92个预算单位财务软件正常运转，

真实、准确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保证单位工作正常开展。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8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8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保

证财政软硬件正常运行。

15. 窗口单位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5.4万元，项目概

况：按月发给支付中心窗口岗位工作人员考评奖励，每月300

元，全年54000元;项目立项依据：洛政【2012】124号文件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

5.4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4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按文件执行，及时对窗口工作人员考评。

16. 预算执行系统维护费项目，预算金额5万元，项目概

况：全区预算单位163个，年支付业务量在8万笔左右，所需



的打印纸，支票、支付凭证购买、支付申请、报账单据印制

，打印机硒鼓更换等费用，以保证支付业务正常开展。;项

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中期项目编报规划，此项目为

事业发展常年事项；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

；项目总投资额：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万元；项目

年度绩效目标：保证预算执行系统正常运行。

17. 资产信息系统及公务用车系统维护费项目，预算金额

3.5万元，项目概况：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推

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化，实现资产动态管理；预算

编制精细化、全区公务用车及执法执勤车辆；实时监控、网

上协作办公；全面反映车辆和配置情况;项目立项依据：财

政部、省、市《关于实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工

作方案》、《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办法》（省政府第

108号令）、《财政部关于部署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二期 ）的通知》（财办【2013】51号）、《洛龙区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信息管理管理系统工作实施方案》【2009】73号

、河南省财政厅“金财工程”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信

息系统；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

资额：3.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5万元；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保障资产信息系统和公务用车系统正常运行；加强

全区160余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推进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信息化，实现资产动态管理、预算编制精细化、



全区公务用车及执法执勤车辆；实时监控、网上协作办公；

全面反映车辆和配置情况。

18. 化肥厂留守处项目经费项目，预算金额2.5万元，项目

概况：化肥厂留守处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按洛阳市最低基本

工资支付的返聘人员工资;项目立项依据：洛市洛龙编

[2016]9号文关于撤销洛龙区化肥厂留守处的通知，洛市洛

龙编[2016]20号文关于调整洛龙区国有资产登记管理中心

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

31；项目总投资额：2.5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2.5万元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按洛阳市最低基本工资标准发放返聘

人员工资，保证全年按时发放。

19. 国有企业统计、改革项目，预算金额3万元，项目概况

：区国有企业改革与监督管理工作，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

化管理工作，鼓励支持驻洛央省企深化改革；国有企业资产

监管；对所属企业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情况

进行分析;项目立项依据：《关于设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专项

小组的通知》（洛改发【2016】3号）、《关于印发<洛阳市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洛发【2017】19号），《

关于加快推进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通知》（洛龙政办

通知【2017】7号）；《洛阳市国资委关于做好年度地方国有

资产统计及报表编制工作的通知》（洛国资【2012】11号）；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3万



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3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按国

资委下达要求及时完成国有企业统计、改革相关工作；按月

完成数据统计汇总、审核、上报。

20. 国有资产配置、清查、处置、鉴证项目，预算金额28

万元，项目概况：严格程序审批，对国有资产从配置到处置

实行全过程动态管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项目立项依

据：《洛阳市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

法》（洛财资【2008】5号）、《洛龙区财政局关于预算金额5

万元（不含）以下国有资产采购项目审批事项的通知》（洛

龙财【2017】3号）、《洛龙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洛龙区2017

年-2018年区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洛龙财

【2016】41号）；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

目总投资额：28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28万元；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严格程序审批，对国有资产从配置到处置实行

全过程动态管理，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21. 公务接待费项目，预算金额2.5万元，项目概况：到

我办检查工作的其他部门领导同志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的报

销，上级督导工作接待餐费。;项目立项依据：因财政局三

公经费要求：参照行政单位公务接待标准使用的相关规定；

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2.5

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2.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维持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正常因公到访我单位，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公务接待所需要支出的费用。

22. 投融资管理工作经费项目，预算金额4.5万元，项目

概况：1.用于投融资工作中的办公费、印刷费等费用。2.入

企业调研，开展银企对接，推动投融资工作正常开展;项目

立项依据：根据《关于促进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洛龙政

【2017】5号），加快推进“引金入洛”工程实施，以及洛龙

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展金融产业，服务实体经济；项目

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项目总投资额：4.5万元

；2019年度投资金额：4.5万元；项目年度绩效目标：1.引

进金融机构5-8家。2.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服务实体经济，

圆满完成洛龙区投融资的工作。

23.财政专项工作经费项目，涉及10个财政所，总预算

金额50万元，项目概况：1、协助税局摸清漏掉税源；2、协

助镇办完成年度财政专项工作；3、保证财政所正常运行。

项目立项依据：依据2019-2021中期规划，保机构运行，保

政策落实；项目起止时间：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项目

总投资额：50万元；2019年度投资金额：50万元；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负责管理镇办各项财政收入、非税收入和财政专户资金；积

极协调税收工作，建立内审监督制度，自觉接受审计、财政

等部门审计检查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