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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城市管理局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中、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局方面的管理政策

和法律、法规，拟定城市综合管理的地方性政策及办法并监

督执行；编制城市市政、公用、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城市燃气、环境卫生、垃圾处理、户外广告、园

林绿化、广场、公园、人造景点等行业管理工作。

3.搞好城市市政设施、市容环卫、公用事业、园林绿化

等方面的综合执法工作。

4.负责审核城市供气、污水处理等地下管网建设及环境

卫生、园林绿化、人造景点、广场、公园、垃圾处理和城市

维护、改造、扩建等方面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报批工作。

5.组织定制行业服务规范，积极推进社会服务承诺。

6.承担行政许可事项中涉及城管局职能范围的审核职

能。

7.负责局机关干部职工人事劳动工资及管理工作。

8.承担辖区内市容和规划管理。

（二）机构设置

我单位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正科级规格，政府直属

事业机构。

二、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 / 31

（一）扎实推进“国园”创建工作。要严格对标对表，

做好《绿地系统》规划修编、创建申报文本编制、创建技术

专题报告片制作，对照六类 46 项指标体系，建立三年创建

支撑档案，力争 6 月底前向国家住建部申报创园技术专题报

告片和创建申报文本。

（二）持续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要整合执法力量，

集中精力时间，下硬茬持续开展交通秩序、市容环境、背街

小巷、河道卫生、电缆网线等专项整治，重拳治理乱停乱放、

占道经营、乱摆摊点等行为，彻底解决一批市民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实现还路于车，还道于人。

（三）加快推进城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加快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和改造方案的审定工作，力争 5月底能够动工建设，

要对县城区排污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较为突出的比如

桂花路防洪渠等区域，按照“先急后缓”的思路先行施工，

逐步改善城区排污问题。

（四）依法开展规划执法和违建治理。要加强规划管

理，从严整治违建，建立规划巡查监管机制，对城区建筑工

地进行全面摸底，严格审查建房手续，对严重违背规划的要

坚决予以拆除，对超规模建设的要从重高线处罚，加大违法

建设成本，坚决维护规划的连续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五）加快推进垃圾污水 PPP 项目建设。要充分结合全

市垃圾污水 PPP项目整体规划，对我县前期已经开建的垃圾、

污水处理站要加快建设进度，对规划未开工的要及时调整建

设方案，有效做好与全市项目的衔接和沟通，确保我县垃圾

污水 PPP 项目健康、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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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面加快天然气入户工程进度。县城区天然气主

管网已基本铺设完工，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天然气入

户安装进度，燃气企业要压缩用气报装审批程序，主动上门

对接服务，全力保障居民、交通、工业等领域用气，城区天

然气用气率要达到 40%以上。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预

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共有 2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镇安县城市管理局

2 镇安县城管执法大队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28 人，其中行政编

制 0 人、事业编制 28 人；实有人员 54 人，其中行政 0 人、

事业 2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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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单

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

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当年拨款 1064.0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

七、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064.0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1064.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130.69 万元，主要原因

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2019年本部门预算支出1064.07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64.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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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130.69 万

元，主要原因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064.07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064.0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万元，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130.69 万元，主要

原因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1064.0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64.07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

上年增加 130.69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64.07 万元，较

上年增加 130.69 万元，主要是因为基本支出减少 0.31 万元，

智慧城管项目增加 13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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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4.07 万元，其中：

(1) 垃圾场渗滤液处理 (2110304) 50.00 万元，较上年

持平，原因是本项目本年预算无变化；

(2) 行政运行 (2120101) 189.73万元，较上年增加0.16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3) 城管执法 (2120104) 68.3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47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减少；

(4) 城管执法检查 (2120104) 5.00 万元，较上年持平，

原因是本项目本年预算无变化；

(5) 环卫和公厕外包（2120501）620.00 万元，较上年

持平，原因是本项目本年预算无变化；

(6) 智慧城管项目 （2120104）131.0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131.00 万元，原因是为本年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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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4.0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301) 246.53 万元，较上年增加 0.09 万

元，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变动；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 816.7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0.60 万元，原因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03) 0.84 万元，较上年持

平，原因是本科目本年预算无变化。



8 / 31

(2) 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4.07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501) 246.53 万元，较上年增加

0.09 万元，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变动；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816.7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0.60 万元，原因是新增智慧城管项目；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509) 0.84 万元，较上年持

平，原因是本科目本年预算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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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1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50 万元(31.25%),增加的主要

原因是城管执法车辆费用增加。其中：因公出国（境）经

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因公出国

安排；公务接待费 0.6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

是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不增加预算，节约费用，

减少开支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50 万元(5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城管执法车辆费用

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主要原因

是本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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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0.70 万元，较

上年减少 0.40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公经费减少。

（八）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是指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

的指导、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工作。

2.公厕外包：指对城区免费公厕的日常保洁、设施的简

单维修、保洁人员工资及水电费的缴纳进行整体打包承包服

务。

3.环卫外包：指对城区环境卫生作业市场化运作，主要

包括公共区域清扫保洁、垃圾收集清运、水洗作业、人员管

理、环卫机械设备管理、垃圾场管理、城区河道垃圾清理、

绿化带内垃圾杂物、城区野广告清理、重大活动环境卫生保

障、雨雪形成泥沙清理等服务进行公开招标，进行企业化、

专业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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