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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台州市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部门预算

一、台州市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全区综合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文件，

并组织实施。

2、负责对全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协调、检查和监

督。

3、负责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乡规划、城市绿化、市政公

用、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室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公安

交通（人行道违法停车）、土地和矿产资源、建筑业、房地产业、

人防、水行政、安全生产、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陆域渔政、林

政、教育、商务、旅游、 价格、体育管理等 21 个方面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及相关行政监督检查、行

政强制职权。以上纳入综合行政执法的职权经省政府批准后，以

区政府名义向社会公告后分步实施到位。

4、负责组织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专项工作和重大执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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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做好跨区域案件、重大案件依法进行查处。

5、负责加强并指导全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组织开展

全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6、承担区综合行政执法协调指挥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日常

工作。

7、负责受理综合行政执法中的举报投诉，承担行政应诉工

作。

8、受有关部门委托，负责长潭水库库区范围内行政处罚工

作。

①依照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区卫计局

委托对库区内违反室内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②依照山林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区农林局

委托对库区内侵占、盗伐山林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③依照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黄岩国土

资源分局委托对库区内非法占地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④依照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区

环保局委托对库区内违反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⑤依照农业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区农

林局委托对违反电、毒、炸鱼、非法捕捞、畜禽养殖等行为实施

行政处罚；

⑥依照水利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区水利局委

托对非尖采砂、取土、围库等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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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依照道路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区交通运输

局委托对违反道路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9、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全区城市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

施。

2、负责编制城市管理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并组织实施。

3、负责对全区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园林绿化管理、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检查和监督。

4、负责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

绿化管理、物业管理及涉及到的相关行政许可；会同财政部门编

制城市管理维护和行政执法经费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管使

用。

5、负责加强并指导全区城市管理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全区

城市管理人员业务培训。

6、负责区智慧城管的建设管理工作，承担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7、负责受理城市管理中的举报投诉，承担行政应诉工作。

8、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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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台州市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

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部门预算包括：局本级预算。

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一）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

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乡社区

支出、其他支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收支总预算

391928016.16 元。

（二）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2018年收入预算195964008.08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59413256.08 元，占 31%；政府性基

金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136550752 元，占 69 %。

（三）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支出预算 195964008.08 元。

1. 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94977.6

元，城乡社区支出 186579030.48 元，其他支出 5990000 元。

2. 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26319466.08 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740 元，日常公用支出 6166050 元，项目

支出 163464752 元。

（四）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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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总体说明

区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2018 年 财 政 拨 款 收 支 总 预 算

391928016.16 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59413256.08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136550752 元；

支出包括：人员支出 26319466.08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740 元，日常公用支出 6166050 元，项目支出 163464752 元。

（五）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

况说明

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变化情况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9413256.08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8239045.79 元，主要原因是执法局职能

增加，导致项目支出增加。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情况

城乡社区支出 56018278.48 元，占 94.28%；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3394977.6 元，占 5.72%。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使用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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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984 元，主要用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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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实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969993.6 元，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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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

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29098138.48 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

法（项）6360140 元，主要用于参公未过渡维修人员的福利费、

特许费、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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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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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00 元，主要用于除上述项目以

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

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2000000 元，主要用于小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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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0000 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

圾清运与处理、公测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8）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

乡社区支出（项）6160000 元，主要用于除上述项目以外用于其

他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

（六）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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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情况说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2499256.08 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26319466.08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职业年金缴费、住房公积金。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4510 元，主要包括：邮电费、公务接待

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保留包

干）、其他交通费用、一般定额公用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740 元，主要包括：离休费、退职（役）

费、生活补助。

其他资本性支出 155400 元，主要包括：办公设备购置。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140 元，主要包括：福利费_事业、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七）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

为 400000 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7.65%。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比上年执行数提高 0%，持平的

主要原因是未发生因公出国（境）相关费用。

公务接待费 0 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费用，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100%，减少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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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公务接待的减少。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比上年执行数提高 0%，持平的主要

原因是未购买公车，未发生公务用车购置的相关费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0 元，主要用于保障日常及专项

等业务活动中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等支出，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2.77%，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减少

二轮电瓶车运行维护的开支。

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资金由区统

留管理，未编列到部门预算中，经批准同意部门因公出国（境）、

公务用车购置的，所需费用由区财政按实调整追加部门因公出国

（境）费用和公务用车购置费。

（八）关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情况说明

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变化情况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6550752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32236667.9 元，主要原因是执法局职能

增加，导致项目支出增加。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结构情况

城乡社区支出 130560752 元，占 95.61%，其他支出 5990000

元，占 4.39%。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具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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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733000

元，主要用于地方人民政府在征地和收购土地过程中支付的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支出。

（2）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31974524

元，主要用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完善国有土地实用功能的配套设

施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

排的支出（项）92153228 元，主要用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其他

方面的支出。不包括市县级政府当年按规定用土地出让向中央和

省级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

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5700000 元，主要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城市环境卫生、公

有房屋、城市防洪项目以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支出。

（5）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款）其他政府

性基金支出（项）5990000 元，主要用于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包括用以前年度欠款收入安排的支

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 10 -

1、机关运行经费

2018 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参公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

费财政拨款预算 6166050 元。

2、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55400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5400 元。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共有车辆

34 辆，其中，行政执法专用车 34 辆。

4、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8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50万元以下项目的绩效目标与工

作职责相关联，在项目完成后的绩效自评报告中体现。

2018 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项目

均确认了相应的绩效目标，实行了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资金

158131250 元。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财政专户资金:作为本部门的事业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

理的资金。

3、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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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金”、“其他财政监管资金”、“上

级补助收入”、“下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预算结余资

金（存量）”、“上年结转”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5、基本支出：是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日常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是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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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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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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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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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

法（项）：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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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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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

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

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反映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其他用

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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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

测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4、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项）：反映

地方人民政府在征地和收购土地过程中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

补助费、地上附着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支出。

15、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城市建设支出（项）：反映土地出

让收入用于完善国有土地实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支出。

16、城乡社区支出（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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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项）：反映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包括

市县级政府当年按规定用土地出让向中央和省级政府缴纳的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支出。

17、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反映城市公共设施、城市环境卫生、公有房屋、城市防

洪项目以外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支出。

18、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

社区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用于其他城乡社区方面的

支出。

19、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款）其他政府性

基金支出（项）：反映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包括用以前年度欠款收入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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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

2018 年区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95964008.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94977.60

一般公共预算 59413256.0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394977.60

政府性基金预算 136550752.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424984.00

二、财政专户资金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969993.60

三、其他财政监管资金 城乡社区支出 186579030.48

四、上级补助收入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8298278.48

五、下属单位上缴收入 行政运行 29098138.48

六、其他收入 城管执法 6360140.00

七、预算结余资金（存量）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2840000.00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000000.00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2000000.0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9560000.00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9560000.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24860752.00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733000.00

城市建设支出 31974524.00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92153228.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700000.00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57000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61600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6161000.00

其他支出 599000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990000.00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5990000.00

本年收入合计 195964008.08 本年支出合计 195964008.08

八、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九、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收 入 总 计 195964008.08 支 出 总 计 195964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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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2018 年区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总 计

上

年

结

转

财政拨款

财

政

专

户

资

金

其

他

财

政

监

管

资

金

上级补助

收入

下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预算结余

资金（存

量）

用事业基

金弥补收

支差额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经建岗 195964008.08 195964008.08 59413256.08 136550752.00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95964008.08 195964008.08 59413256.08 136550752.00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95964008.08 195964008.08 59413256.08 136550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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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

2018 年区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总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

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补助下级支出 结转下年

人员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日常公用支出

经建岗 195964008.08 26319466.08 13740.00 6166050.00 163464752.00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95964008.08 26319466.08 13740.00 6166050.00 163464752.00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95964008.08 26319466.08 13740.00 6166050.00 163464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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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4

2018 年区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95964008.08 基本支出 32499256.08

一般公共预算 59413256.08 人员支出 26319466.08

政府性基金预算 136550752.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740.00

日常公用支出 6166050.00

项目支出 163464752.00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95964008.08 本年支出合计 195964008.08

二、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95964008.08 支 出 总 计 195964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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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5

2018 年区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合计 59413256.08 32499256.08 26914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394977.60 3394977.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394977.60 3394977.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2424984.00 2424984.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969993.60 969993.6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86579030.48 29104278.48 26914000.00

212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8298278.48 29104278.48 9194000.00

2120101 行政运行 29098138.48 29098138.48

2120104 城管执法 6360140.00 6140 6354000.00

21201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2840000.00 2840000.00

212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2000000.00 2000000.00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2000000.00 2000000.00

212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9560000.00 9560000.00

2120501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9560000.00 9560000.00

212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6160000.00 6160000.00

21299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6161000.00 616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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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6

2018 年区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32499256.0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319466.08

30101 基本工资 4258320.00

30102 津贴补贴 8163216.00

30103 奖金 6406969.68

3010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453978.8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424984.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969993.6

30113 住房公积金 2642004.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4510.00

30207 邮电费 145800.00

30226 劳务费 2530000.00

30228 工会经费 245340.00

30229 福利费 74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保留包干） 40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106070.00

30291 一般定额公用经费 8316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7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740.00

30305 生活补助 13740.0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554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155400.00

32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32110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_事业

32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140.00

32229 福利费_事业 5000.00

3222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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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7

2018 年区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项 目 预算数

合 计 400000.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3.公务用车费 40000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0.00

（2）公务用车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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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8

2018 年区级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部门名称：[04100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合计 136550752.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30560752.00 130560752.00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

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24860752.00 124860752.00

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733000.00 733000.00

2120803 城市建设支出 31974524.00 31974524.00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安排的支出
92153228.00 92153228.00

2121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700000 5700000

2121399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

排的支出
5700000.00 5700000.00

229 其他支出 5990000.00 5990000.00

22904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990000.00 5990000.00

2290499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5990000.00 59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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