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委统战部（台办、民盟、社校、民建、农工党、民进）

2019 年预算公开

一、部门主要职责

１、组织贯彻执行中省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

市委反映统一战线的全面情况，提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检查统战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协调统一战线

各方面的关系。

２、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

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贯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落实市委关于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政议政

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工作，归口管理各民主党派，为市委同民

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做好组织联系工作；受市委委托，向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央和省委精神；支持、帮助各民

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选拔培养新一代代表人物；协助有关

部门帮助民主党派改善工作条件。

３、负责贯彻和检查全市民族宗教工作重大方针、政策

的落实情况；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

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宗教界人士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加

强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

及时向市委提出有关问题的建议。



４、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

香港、澳门和海外有关社团和代表人士；归口管理各民主党

派、政治团体、人民团体的来访工作；做好台胞、台属的有

关工作。

５、协助组织部门做好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及培养、考

察、选拔、推荐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工作，

做好党外后备干部和新的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工作；协助民

主党派、工商联作好干部管理工作；协助有关部门管理县区

委统战部长。

６、调查研究并反映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情况，

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７、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

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并培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８、负责做好党外人士和统战干部的培训工作；协调政

府各有关部门及有关统战团体、人民团体的统战工作；受市

委委托，领导工商联党组，指导工商联工作；领导、管理市

社会主义政治学校。

9、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19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2019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统一战



线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的关键一年。今年全市统战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扣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线，突出巩固优势、

弥补短板、培育亮点、彰显特色思路，瞄准全面创新、全面

提升、全面超越目标，矢志攻坚，奋发有为，开创统一战线

事业新局面，为加快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汇聚力量。

（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统一战线重要思想。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结合起来，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路新战略，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述新

要求，举办全市统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培训

班、座谈会，引导广大统战干部和统一战线成员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省委

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2、筑牢全市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支持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继续推进“不忘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召开学习会、辅导讲座和专题培训等多种形

式加大学习宣传力度。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深入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

3、围绕“追赶超越”奋斗目标凝心聚力。按照“党委

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模式，发挥统一战

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追赶超越、

“五个扎实”和“五新”战略任务要求，支持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民生保障、精准扶贫等开展调

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4、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光彩事业、

温暖工程、感恩行动和“情系陕西、共谋发展”等活动，引

导统一战线系统单位和成员积极参与改善民生、定点扶贫等

慈善公益事业。

（二）围绕“两个健康”主题，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

统战工作

5、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围绕“两个健康”工

作主题，教育引导非公经济人士政治上自信，发展上自强，

守法上自觉。以“守法诚信、增强发展信心”为重点，深化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宣传非公经济人士先进典型，

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培养，开展民营企业纳税大户评选表

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新形势下非公有

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



推动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机制，

努力构建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有序政治参与。

6、围绕“四好商会”（班子建设好、团结教育好、服务

发展好、自律规范好）建设，延长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手

臂，扩大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覆盖面，发挥商会组织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三）着力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7、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建设。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根据市委《年度

政治协商计划制定办法》，协同有关方面制定年度政治协商

计划；协助市委、市政府召开协商会、通报会和座谈会，做

好各项衔接服务工作。协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好专

题调研。

8、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成立民进、民建、农工党

安康市委员会。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以思想建设核

心，抓住领导班子建设重点，不断提高政治把握、参政议政、

组织领导、合作共事、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强化政

治交接，深化政治传承。协助省、市有关民主党派做好脱贫

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四）积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

作用

9、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力度。抓好市委《关于加强

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

按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

外后备干部人才数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推动和完善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络交友制度，积极做好市级联

络交友活动的衔接服务工作；举荐优秀党外人士积极参加中、

省举办的有关培训班，按照培训计划做好党外人士的教育培

训工作。

10、积极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中、省统战部《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开展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

的意见》，探索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统

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

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夯实工作基础。

11、切实做好留学归国人员统战工作。贯彻落实《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留学归国人员组织建设的意见》，推进成立安

康市海外联谊会。

12、健全和完善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机制。加强与组

织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建立党外干部队伍建设联席会议制



度，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各领域党外代表人士安排

使用的政策规定，坚持多渠道推荐、多层次遴选，重点做好

政府职能部门、法检两院和人民团体领导班子党外干部配备

工作。

（五）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

13、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活动。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创建

活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开展防止“清真”概念泛化工作。协助有

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

作。

14、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宗教

工作会议精神和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筹备召开全市

宗教工作会议。

15、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着力解决宗教领域重点

难点问题。坚决防止“沙化”“阿化”，依法开展基督教私设

聚会点及未登记教会治理工作。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因素

的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坚决打击境外组织利用民族宗教进

行的渗透活动，维护民族宗教团结和顺。

16、加强对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宗教界中青年爱国人



士、伊斯兰教代表人士的培训，教育引导他们在促进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作用。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

不断规范宗教活动场所及内部管理。

（六）持续推动安台交流与合作

17、大力推动安台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对台经济工作，

加大台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推动和指导我市各有关部门、企

业与台资企业对接，赴台开展经贸活动，邀请台湾相关行业

协会、商会、企业来安投资考察。借助“西洽会暨丝博会”、

“杨凌农高会”等平台，发挥好在对台经济合作中的重要作

用,吸引台湾优势产业、技术、人才来我市考察发展，为我

市加快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服务。

18、持续推进安台各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发掘我市对

台工作资源优势，主动开展对台交往交流，争取在双向交流

以及联络交往层次上有所提高。围绕大局，结合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工作需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具有安

康特色的赴台交流项目 3-4 批次；积极承办国台办、省台办

重点交流项目“台风秦韵两岸情”台湾少数民族青少年文艺

演出交流活动，邀请台胞台商来陕参加公祭黄帝陵及来安参

访考察活动，不断扩大安台交流合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

19、积极开展对台宣传和涉台教育。发挥媒体舆论引导



作用，广泛宣传安康，扩大对台工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

断增强台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同和对安康的认知。重

视对台湾民情和对台宣传规律的研究，改进对台宣传方法，

提高对台宣传水平。多形式、多途径加强涉台教育和宣讲工

作，进一步统一思想，营造有利于对台工作的舆论氛围。

20、切实做好台胞台属服务工作。强化服务意识，提高

服务质量，扎实做好涉台事务工作和台胞合法权益的保障工

作。定期走访慰问，帮助台胞台属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切实加强对在安台资企业的服务工作，积极营造

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促进台资企业健康发展。

（七）进一步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

21、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继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务求实效。不断加强思想作风建设、领导

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不断转变工作作

风， 增强干部全局意识、发展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

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素质过硬、服务有力的统战

干部队伍。

22、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思想新论述新要求，围绕解决统一战

线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组织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力求多出精品成果。全年调研文章不少于 20

篇。同时，加大统战工作宣传力度，做好统战信息宣传工作。

23、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三、部门单位预算构成

中共安康市委统战部为正处级建制，是市委主管全市统

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属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我部预决算

内含一个行政代管机构市台办和一个事业机构民盟安康市

委员会、安康市社会主义政治学校。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2 人，其中行政编制

9 名。事业编制 21 名，工勤 2 名；现实有人员 25 人。单位

管理的退休人员 7 人，遗属补助人员 1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市委统战部无独立办公楼，办公地点市委机关主楼三楼，

办公用房由市委统一安排，机关资产由办公室统一管理，均

在市财政局固定资产系统中登记录入并建立台账，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无车辆、没有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2019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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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9 万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七、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为 328.69 万元，较上年递增 18%，

主要是：2018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民进安康市委会、农工

党安康市委会、民建安康市委会）预算未纳入市委统战部总

预算单位，2019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预算纳入市委统战部总

预算。

2019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为：328.69 万元，包括人员经

费和公共经费支出共 328.69 万元。2019 年预算支出较上年

递增 18%，主要是：2019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预算纳入市委

统战部总预算支出；正常调资晋档的人员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328.6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8%，

主要是：2018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民进安康市委会、农工

党安康市委会、民建安康市委会）预算未纳入市委统战部总

预算单位，2019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预算纳入市委统战部总

预算。

2019 年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328.69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和公共经费支出共 328.69 万元。2019 年预算支出较上年递

增 18%，主要是：2018 年三个市级民主党派（民盟安康市委

会、民进安康市委会、农工党安康市委会、民建安康市委会）

预算未纳入市委统战部总预算单位，2019 年四个市级民主党

派预算纳入市委统战部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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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总支出 328.69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支出 261.52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25.99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补助 41.18 万元。2019 年总支出较 2018 年总支出

增加 50.15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55.51 万元；公用

经费支出减少 13.66 万元（标准公务费减少）；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增加 8.31 万元。主要因为新增加了三个市级民

主党派（民进安康市委会、农工党安康市委会、民建安康市



委会）单位经济科目明细支出，个人的工资福利政策性结构

性调整、正常调资晋档、社保缴费及专项业务经费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功能科目明细分类：（1）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221.20 万元，教育支出 48.2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37.6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1.6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较上年增加 8.7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较上年增加 4.34

万元。主要原因是个人的工资福利政策性结构性调整、正常

调资晋档、社保缴费等。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经济科目明细分类：（1）工资福利支出

261.52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支出，较上年增加 55.51 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13.66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1.18 万元，较上年增加 8.31

万元。主要因为新增加了三个市级民主党派（民进安康市委

会、农工党安康市委会、民建安康市委会）单位经济科目明

细支出，个人的工资福利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医保缴费和公

积金编制口径的变化，今年将公积金由去年的“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列支到今年的“工资福利支出”等。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9 年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支出，并已公



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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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预算 3.66 万元，“三公”经费预

算 3.66 万元均为公务接待支出，较上年同比大幅减少，原

因是上级业务指导部门 2019 年工作赴我市开展调研检查事

项较少，同时进一步坚持厉行节约、规范公务接待工作管理，

确保公务接待支出逐年下降。2019 年度无公务用车和因公出

国（境）预算支出，与上年保持不变，原因是部机关 2019

年度无公务用车，未安排出国（境）事宜。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5.99 万元，比上年

减少 13.66 万元，主要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的减少等。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市委统战部无政府采购预算，并于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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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公务接待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

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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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预算公开表

http://tzb.ankang.gov.cn/Article/UploadFiles/201711/2017110311144675.r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