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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門概況

一、部門取責

一、部l可取責

(一 )承亦落共IEA策方面的監督挙扱及信労工作。

(二 )指早仝市各須就立服券机杓升晨奄1立帯功就立エ

作和銃箸城多就立工作。

(三 )建立推逃仝市就立系筑信 `悪 化建浚。

(四 )承担公益性蘭位升友管理監督工作;負 責特殊就

立困准群体的就立援助。

(五 )久 責就立困准人員社保ネト貼決定、常核、友放エ

作。

(六 )俎須実施水村労功力装移就立工作;俎鉄和引早

特移就立的水村労功者参カロ技能培)|;俎須実施仝市労券姪

済工作。

(七 )負 責向格区内労功者和用人単位提供基本公共就

立服券。

(八 )負 責仝地区技能培ツ1和奄1立培ツ|;筑箸llT瀾 仝地

区奄1立指早服券,促逃奄1立扶持政策有妓落実,力奄1立者提

供后須支持服券。

(九 )負 責小額貸款信用担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力 失

立人員自渫取立和奄1亦企立所需小額貸款提供信用担保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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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十 )監督指早各象就立服券机杓就立寺項資金管理工

作。

(十一)負 責友展家庭服券立促逃就立咲席会政赤公室

日常工作;承亦市水民工工作咲席会洪亦公室日常工作

二、机杓没萱及部門決算単位拘成

根据上述取責,根据所承担的工作取責和編制恙量,核

定内部机杓 10今。

(一 )亦公室

(二 )財券科

(三 )奄1立指早中Jむ

(四 )小額担保貸款中1む

(五 )失立取工管理科

(六 )人力資源市場管理亦公室 (市 取立介鋼中′む牌

子 )。

(七 )就立管理科

(八 )労券輸出管理亦公室 (水村労功力特移就立指早

科牌子 )

(九 )基晨指早科

(十 )朱合信
`憩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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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門決算表

(表祥i羊兄附件 1)

一、収入支出決算忠表

1支入支出決算批賃表

二、収入決算表

1女入決算 J「ヒ隻表



三、支出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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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抜款牧入支出決算忠表

興オ政投款収入支出決算ltヒ 冥表

"妻
費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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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表

六、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決算表

七、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三公"経費支出決算表

―穀公共預算財政技煮基本支出決算批夏表

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 “三公
お
鐙費支出決算表

公■07表

一般公共預■,教抜獄収入支出決算批賃表



八、政府性基金預算財政抜款収入支出決算表
F    

政府性基金預
=財

政抜歎収入支出決●批貨表    :                :

幡ご～| 十 1 `=tt l 曖・ 'L I 
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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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門決算情況悦明

一、収入支出決算忠体情況悦明

2020年度 1交 、支恙汁各 14688.33万 元和 18347.06万 元。

有 2019年相じヒ,1交 、支′こ汁各城少 4184.35万 元和 944.02

万元,降低 22.17%和 4.89%。 主要原因:財政寺項資金夕1支

城少。

二、牧入決算情況悦明

本年牧入合汁 14688.33万 元 ,其 中:財 政抜款牧入

14549.27万 元,占 99。%;政府性基金萩算財IEX抜 款牧入

128.08, 占 0。9%,共他牧入 10。98万元,占 0。 1%。

三、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本年支出合+18347.06万 元,共 中:基本支出 704.25

万元,占 3.8%;項 目支出 17642.82万 元,占 96。 2%。 基本支

出中,人員姪費 583.14万元,占 82.8%;公用姪費 121.H

万元,占 17.2%。

四、財政抜款牧入支出決算忠体情況悦明

2020年 度財政抜款 牧、支 恙汁各 14677.35万 元
～

18346.08万 元,与 2019年相♭ヒ,財政抜款 1交 、支恙汁各城

少 4182.5万元和 931.81万元,降低 22.17%和 4.83%。 主要

原因:財政寺項資金夕1支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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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一 )一般公共預昇財政抜款史出決算恙体情死

2020年 度一般公共萩算財政抜款支出 18218.01万 元 ,

占本年支出合汁的 99。3%。 有 2019年相♭ヒ,一般公共萩算財

政抜款支出減少 1059.87万 元,降低 5.5%。 主要原因:財

政寺項資金夕1支減少。

(二)一般/Ak共萩昇財政抜款史出決算発杓rlt死

2020年度一般公共預算財IEX抜款支出 18218.01万 元 ,

主要用千以下方面 :

2080101行 IEA近行 518.03万 元

2080H l公共就立服券和取立技能基定机杓 235。46万元

20805054/L美 事立単位基本赤老保隆敷費支出 104.92

万元

2080702取 立培)|ネト貼 637.01万 元

2080704社会保隆ネト貼 12808.88万元

2080705公益性蘭位ネト貼2852.82万元

2080799其他就立ネト助支出280.29万元

2081199其他残疾人事立支出3.76万元

2080709取 立技能基定ネト貼 13.64万元

2089901其他社会保障和就立支出26.42万元

2130801支 持水村金融机杓 79。 17万元

2130804奄1並担保貸款貼
`急

522.75万 元



2130899其他普恵金融友晨支出 54.54万 元

2210201住房公私金 59.05万 元

2101101行政単位医庁 21.27万 元

(二)一般/Ak共預昇財政抜款史出決算具体情死

2020年度一般公共預算財IEX抜款支出年初預算力 602.9

万元,支 出決算力 18218.01万 元,完成年初萩算的 3021%。

六、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2020年度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基本支出703.27万 元 ,

其中:人員笙費 583.14万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姿、津貼ネト

貼、失金、侠食ネト助費、飲妓工資、机美事立単位基本芥老

保隆敷費、取工基本医庁保隆数費、公券員医庁ネト助敷費、

其他社会保障敷費、住房公私金、医庁費、其化工姿福不1支

出、抗 ll■金。

公用埜費 120.13万元,主要包括:亦公費、印昂1費 、各

洵費、手数費、水費、屯費、由F屯 費、取暖費、物立管理費、

差旅費、準修 (伊 )費 、租賃費、培サ1費 、公券接待費、エ

会埜費、福禾1費 、寺用没各賄畳。

七、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抜款“三公"経費支出決算情況悦

明

(一 )“二/AN"姪 費財政抜款史由決算′ユ体情死悦明

2020年度“三公"笙費財政抜款支出預算力 0。6万元,支

出決算力 0.43万元,完成預算的 71.7%。 決算数小千預算数

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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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接待城少。

(二 )“二/AN"経 費只杖 抜款史由決算具体情死滉明

2020年度“三公"径費財政抜款支出決算中,公券接待費

支出決算力 o.43万 元,占 100%。 具体情況女口下:

3。公券接待費預算力 0。6万元,支 出決算力 0.43万 元 ,

完成預算的 71.7%,主要足来労人員城少。其中:

其他国内公弁接待支出0.43万元。仝年共接待国内来労

困姐 6企、来実 38人次 。

八、政府性基金預算財政抜款収入支出決算情況悦明

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萩算財政抜款本年 1交 入 128。08万

元;本年支出 128.07万 元,年末結特和結余 0.01万元。支

出具体情汎政口下:

1.2340203奄 1立担保貸款貼息政府性基金財政抜款支

出力 128.07万元,主要用千奄1立担保貸款貼息。完成年初預

算的 100%。

十一、其他重要事項的情況悦明

(― )れ美込行経費史山情死

2020年度,机美退行埜費支出120。 13万元,♭ヒ年初萩算

数城少44.77万 元,降低27.1%,主 要足市釣亦公支出。

(二 )jFt府来賄史山情死

2020年度,政府釆賄支出
`こ
額 270.74万元,共中:攻

府釆殉貨物支出 0万元、IEX府釆脚工程支出0万元、IEA府釆



賄服券支出270。74万元。

(二 )国 有介声占用情死

裁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吉林市就立服券局共有キ輌 0

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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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 名同解経

(以下銘同解朴,没有的項目側除井重新編輯序号 )

一、財政抜款牧入:指単位八同象財政部日取得的財政

預算資金。

二、上象ネト助牧入:指よ主管部日和上象単位取得的♯

財政ネト助1矢入。

三、事立牧入:指事立単位汗晨寺立立券活功及輔助活

功取得的1文入。

四、径菅牧入:指事立単位在寺立立券活功及其輔助活

功え外升晨♯独立核算笙菅活功取得的1交入。

五、附属単位上敷牧入:指事立単位附属独立核算単位

接照有美規定上数的1文入。

六、其他牧入:指除上述 1文入以外的各項牧入。包括未

納入財政萩算或財政寺声管理的投資1交 益、銀行存款不1息 牧

入、租金1交入、捐贈1交入,現金盤盈1交入、存貨盤盈牧人、

1交 回已核硝鹿1丈及預付款項、元法僕付的庄付及預牧款項 ,

八省財政以外的同須単位取得的埜費、八♯省財IEA取得的埜

費,以及行政単位 1丈至1的 財政寺片管理資金等。 (只 保留部

11己友生的1矢入明如,未友生的1矢入明如刑悼 )

七、用事立基金弥ネト牧支差額:指事立単位在当年的財

政抜款牧入、事立1丈入利其他 1丈入不足以安羽卜当年支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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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下,使用以前年度釈累的事立基金 (事立単位当年1文支相

抵后接国家規定提取、用千弥ネト以后年度1丈支差額的基金 )

弥ネト本年度 1交支快口的資金。

人、年初錯特わ錯余:指単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結特

至1本年接有美規定墾紋使用的資金。

九、錯余分配:指事並単位接照会汁十1度規定数幼的所

得税以及八♯財IEAネト助結余提取的取工福不1基金、事立基金

等。

十、年末錯輪利結余:指単位按有美規定結特至1下年或

以后年度墾数使用的資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単位力保障其机杓正常近特、完成

日常工作任券而友生的人員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項目支出:指単位力完成特定行政任券和事立友

晨曰林在基本支出え外所友生的支出。

十二、経営支出:指事立単位在寺立立券活功及其4~i助

活功え外升展♯独立核算笙菅活功友生的支出。

十四、上敷上鉄支出:指事立単位按照有美規定上敷上

象単位的支出。

十五、対附属単位ネト助支出:指事立単位用財政ネト助牧

入え外的牧人対附属単位ネト助友生的支出。

十六、“三/Ak"経費:幼入省須財政預決算管理的“三公"

笙費,足指省須部日用財政抜款安羽卜的因公出国 (境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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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券用キ殉畳及近行費和公券接待費。足党攻机美象持近特

或完成特定工作任券所升支的相美支出,足政府行政升支的

一部分。其中,因公出国 (境 )費反映公券出国 (境 )的 国

昧旅費、国外城市同交ミ費、住宿費、侠食費、培ツ1費 、公

染費等支出;公弁用キ賄畳及近行費反映単位公券用キキ輌

殉畳支出 (合キ輌殉畳税 )及燃料費、第修費、逍杯辻路費、

保隆費、安全失励費等支出;公券接待費反映単位接規定升

支的各美公券接待 (合外実接待 )支 出。

十七、机美近行径費:指力保障行政単位 (合参照公券

員法管理的事立単位 )近行用千殉采貨物和服券的各項資

金,包括亦公及印昂1費 、由F屯 費、差旅費、会洪費、福不1費 、

日常雛修費、寺用材料及一般浚各脚畳費、亦公用房水屯費、

亦公用房取暖費、亦公用房物立管理費、公券用キ近行象ゲ

費以及其他費用。

十八、対部11使用的所有“項"須政府 1交支分美科日,参

照 《2020年政府牧支分炎科曰》中的科目現明わ中央部日央

算公升模板逃行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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