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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工业和信息

化发展的规划、政策和标准。协调解决新型工业化进程和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优化产业 布

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升信息

化水平。

2.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目标计划，促

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负责全市工业和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运行情况的统计、分析、监 测、

评价和考核，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行业运行、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有关

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指导工业企业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3.负责提出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市级财政性建

设资金安排的意见，按照省、市政府规定权限审查、核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政府投资的信息化



项目。

4.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有关科技重大项目，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全市装备制造业、信息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贯彻实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中涉及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规划 、

政策和标准，组织实施行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推进全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体制 改革和管理创新，提高行业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负责网络强国

建设相关工作，统筹推动大数据产业向纵深发展。

5.拟订组织实施全市工业、中小企业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政策和规划，组织协调

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推动淘汰落后产能。负责全市民爆

物品的生产、流通、储存和安全管理工作。

6.负责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各项扶持资金的申报审核、批准上报和使用监管工作，指导中小

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招商引资和项目推介。协调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合作，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健全企业维权工作机制，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开展企业减负工作，优化营商

环境。



7.实施产业引导、创业辅导和政策扶持，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发展。加快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

服务体系和生产要素市场化建设，指导协调中小企业融资工作。

8.承担全市煤炭、黄金、机械、化工、有色、冶金、轻工、纺织、建材、室内装饰等工业行业管

理，协调行业之间的关系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9.负责管理全市食盐专营工作，组织实施食盐储备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等工作。

10.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市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11.承担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制定考核

标准，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牵头制

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对所监管企业实行分类

监管。

12.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

动国有资产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



13.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所监管企业相关领导人员进行任免。通过规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领导

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完善适应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 竞

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

14.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

制和执行等工作，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15.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等工作，督促所监管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16.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内设机构。

市工信局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运行监测协调科、发展规划科、经济协作与工业项目科、

信息化发展科、资本运营和公司治理科、财务监管和考核分配科、非公经济发展办公室、县域工业促

进办公室、消费品和原材料工业办公室、科技创新办公室、节能与安全生产管理办公室、煤炭行业管

理办公室、企业改革和监督科、盐业管理办公室 16 个内设科室和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所。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22 年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

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年规摸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工业投资

增长 7%以上，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8%以上，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60%以上。净增规上工业

企业 40 户以上，新建标准化工业厂房 60 万㎡，新增入园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 60 户。

三、部门预算单位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4 个,包括（见单位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安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 安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所
3 安康市鱼种场
4 安康市水电建筑工程勘察院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14 人，其中行政编制 26 人、事业编制 88 人；实有人员 218

人，其中行政 26 人、事业 39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53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953.576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53.576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0000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0.0000 万元、事业收入 0.000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0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0.000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0000 万元、上年结转 0.000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

额 0.0000 万元、其他收入 0.000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53.82 万元，主要原因

是年初在职人员减少 4 人；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953.576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53.576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0000 万元、事业收入 0.000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0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0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0.0000 万元、其他收入 0.0000 万元、

上年结转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减少 53.82 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初在职人员减少 4

人。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953.576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53.5767 万元、政府



性基金拨款收入 0.0000 万元、上年结转 0.000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53.82

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初在职人员减少 4 人。；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953.5767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53.576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0000 万元、上年结转 0.000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 53.82 万元，主要原因是年初在职人员减少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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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53.5767 万元，较上年减少 53.82 万元，主要原因

是年初在职人员减少 4 人。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53.5767 万元，其中：

(1)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95.9855 万元，较上年增加 95.985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能科目调

整。

(2)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2080503）10.0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90.6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能科目



调整。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72.4068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 1.16 万元，

原因是在职在编人员减少。

(4)企业关闭破产补助（2080601）10.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原因是与上年持平。

(5)公务员医疗补助（2101103）8.07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8.07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能科目调整。

(6)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28.02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8.02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

能科目调整。

(7)渔业发展（2130148）22.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2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能科目调整。

(8)其他水利支出（2130399）14.34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5.66 万元，原因是支出功能科目调整。

(9)行政运行（2150501）564.2732 万元，较上年减少 86.03 万元，原因是在职在编人员减少。

(10)产业发展（2150517）10.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原因是与上年持平。

(11)住房公积金（2210201）48.181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73 万元，原因是在职在编人员减少。

(12)食盐储备（2220509）70.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原因是与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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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53.5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676.77 万元，较上年减少 38.2 万元，原因是年初在职在编人员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68.69 万元，原因是科目设置归类调整。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4.27 万元，较上减少 18.93 万元，原因是科目设置归类调整。

对企业补助 72 万元，较上增加 72 万元，原因是科目设置归类调整。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1）按功能支出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2）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3）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0000万元，较上年增加 0.5万元（100%），

增加的主要原因按照单位支出实际调整预算。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减少）0 万元（0%），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无变化；公务接待费费 1.000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5 万元（100%），增加的主要原因按照单位支出实际调整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0000 万

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0%），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0 万元（0%），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无变化。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2022

年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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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53.5756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2022 年，本部门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继续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70.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8.72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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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