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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榕政办

〔2015〕58 号）等文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战略、法律法规

和政策；起草并组织实施我市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拟订

并组织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战略、规划、计划及政策措施，

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指导、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参与拟订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负责监测分析全市经济运行态势，并发布相关信息；

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信息化运行调控目标、政策和措施；协调

解决工业和信息化运行中的有关问题；建立并组织实施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运行调度机制和经济运行应急调度机制；

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重点支农产品、重要工业品、重要生产原材

料等的调控方案；建立工业企业服务机制。

（三）负责组织实施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按规定

负责管理工业领域投资项目；指导、协调我市工业企业与央企、

省企、外资企业合作；指导协调榕台产业对接有关工作；拟订产

业集群建设发展意见和政策措施；指导、协调全市工业产业园区

建设。

（四）负责全市电网运行与调度管理；负责全市发电企业并

网运行条件审查；负责煤炭经营资格审核管理工作；负责煤炭、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应急保障工作；负责天然气调度及陆上石

油、天然气管道设施的保护监管工作；依法承担全市电力行政执

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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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循环经

济发展工作；组织协调清洁生产促进工作；指导全市资源综合开

发和合理利用；依法承担节能等相关行政执法工作。

（六）负责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

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行业管理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行业

技术规范、标准、行业准入和产业政策；指导行业质量和品牌工

作；协调解决行业运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负责传统工艺美术行

业管理；依法负责农药生产的监督管理；依法管理稀土资源综合

开发和合理利用。

（七）负责指导和服务中小企业（含乡镇企业）；牵头拟订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指导推动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八）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指导

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创新；承担指导协调企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的有关工作；指导和推动产学研联合，组织实施重大产

业示范工程。

（九）负责协调、指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提出相关政

策措施，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统筹规划、指导工业设

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导、推进科技服务、售后服务、服务

外包等工作。

（十）负责指导全市信息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协调工业化

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作；依法承担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市场的监督

管理。

（十一）组织开展市际政府间横向经济技术协作活动；指导

协调市际、市内企业的经济技术协作；负责外地驻榕办事机构的

有关管理和服务工作；承担市政府有关对口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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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负责协调推进信息消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

出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十三）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包括 17 个机关行政处室及 5 个下属单

位，其中：列入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

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全额拨款

行政单位
91 86

福州市经委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
5 4

福州市节能监察（监测）中心
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
5 4

福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
7 5

福州市信息产业服务中心
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
6 4

福州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
5 5

三、部门主要工作任务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也是实现赶超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 2019 年全市工信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按

照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全国、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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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保持工业和信息化

持续健康发展，为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作出新贡献。力争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工业投资增长 15%，技改投资增长 15%。

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抓稳定增长。一是抓早。要从这个月开始，用好用足

省、市“两节”期间生产稳定运行有关政策，对连续生产的企业

给予用电、用气补助，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降低

用电成本。确保实现首季度开门红，为全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抓分类指导。对龙头企业强化监测服务、要素保障和“一对

一”服务；对高成长企业落实调峰生产用电奖励、市场开拓等政

策措施，促其尽快发展壮大；对创新型企业做到集中要素资源，

推动其超常规发展；对困难企业要通过加强融资服务，帮助企业

稳定资金面，渡过难关；对停产企业要摸清情况、分类指导，促

进具备复产条件的企业尽快恢复生产。三是抓开拓市场。用好用

足《福州市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实施办法（试行）》，发挥政

府采购的作用，进一步促进本地企业首台（套）等创新产品的示

范应用，解决“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四是抓经普。力争将

规上工业增加值率由目前的 24.2%提高 0.5 个百分点，从比全省

平均水平低 0.4 个百分点，变为高 0.1 个百分点。

（二）抓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要鼓励企业大规模实施技术改造，通过技改来扩大产能、

提高产品品质、丰富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能耗、保

障安全生产。2019 年，要深入推进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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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企业技改的五条措施、技改完工奖励等政策，全年滚动实施

100 项以上产业关联度大、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重点技改

项目，盯紧抓实京东方二期柔性面板、申远新材料二期、罗源闽

光钢铁产能置换、大东海绿色精品钢铁技改、祥鑫铝业特种铝合

金、中景聚丙烯、友谊新材料三期、锦江 12 万吨聚酰胺一体化

等一批重大技改项目，支持企业引进先进设备、运用成熟技术和

工艺实施技术改造。

（三）抓招商引资。一是牢牢盯住几个产业链龙头，顺腾摸

瓜，开展链式招商。龙头企业是招商工作的牛鼻子，引进一家龙

头企业，可以带动一批配套企业落户，形成一条产业链，打造一

个产业集群，做到““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各县

（市）区要按照最近市里制定的产业链招商指导意见，坚持缺什

么引什么、弱什么补什么，全面梳理，结合实际，针对 12 条产

业链，24 个缺失环节,44 个薄弱环节，开展差异化“处方式”精

准招商。电子信息产业要依托京东方二期柔性面板项目，促进东

旭光电等其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增资扩产；化工新材料产业

要围绕申远新材料、中景石化、康乃尔 MDI、缘泰化工新材料等

龙头项目，着力引进己内酰胺、MDI、聚丙烯、聚乙烯等精细化

工产业链上下游产业项目，重点推进中国化学工程尼龙 66 产业

基地项目落地；新能源汽车产业要盯紧奔驰汽车、东南新能源汽

车以及雪人氢燃料电池等项目，进一步引进动力电池、电机、电

控及汽车电子等产业链配套项目。二是突出抓好几个重点园区招

商，以点带面，开展精准招商。一要抓好软件园招商，目前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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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一园多区”的架构已经建立，下一步各软件分园之间要联动

招商，打造统一品牌，强化联动招商，避免同质化竞争，相互挖

墙脚。二要抓好高新区招商，要明确定位、守住底线，坚持高标

准、高起点、高精尖的原则，重点引进一批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类项目，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高新技术产业高地。三

要抓好江阴港城经济区和连江可门化工新材料园区招商，充分发

挥现有园区循环经济优势，做大做强煤化工、盐化工以及精细化

工产业链条。四是要抓好台商投资区和蓝色产业园招商，做足对

台文章，以高端装备制造、海洋产业为重点，下力气引进一两个

龙头项目，以点带面，精准招商。

（四）抓新兴产业。一是抓数字经济发展。做好第二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分论坛、展会筹办工作，进一步提高数字福州知名

度，再引进落地一批数字经济项目。落实《关于加快数字经济发

展七条措施》和《福州市数字经济绩效考评方案》，明确任务，

夯实责任，推动县（市）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形成合力。二是

抓载体建设。围绕软件园“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抓紧编制产

业发展规划，做到各有侧重、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园区开发运

营水平，加速产业创新资源集聚，提高企业孵化培育能力，形成

产业政策合力。三是抓推广应用。提升马尾国家级物联网园区建

设水平，建成中国·福州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充分发挥物

联网开放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作用，依托福水智联、智恒科技等公

司，加快窄带物联网推广，推进福州水务样板工程建设，推进

NB-IoT 技术在水气电表、桥梁建筑、资产追踪、地下管网、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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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等更多领域应用，培育产业新业态。

（五）抓创新发展。一是抓平台建设。加快培育建设一批制

造业创新中心，2019 年争取新认定 25 家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和工业设计中心。跟踪服务 50 项以上产学研项目。二是抓示范

企业和单项冠军。培育捷联电子、天晴数码等技术创新能力较强

的企业创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引导制造业企业专注于细分

产品市场的创新，力争新增 10 家以上工信部及福建省单项冠军

企业和产品。三是抓两化融合。以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国家信息

消费示范城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工作为抓手，加快推

动企业“上云上平台”，培育一批工业互联网行业示范平台和应

用标杆企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四是抓“专精特新”。

积极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能力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政策要素、融资信贷、人才引进等

方面加强保障。

（六）抓作风建设。一是抓好党建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

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二是加强

干部培养。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及时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坚持“凡提四必”，防止“带病提

拔”。围绕经信重点工作，实行个性化、差异化、专业化分类培

训。加大交流轮岗力度，做到人岗相适、用人之长，锤炼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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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三是强化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按照“五

抓五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真

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

肃纪律执行，运用好“四种形态”，着力解决“四风”问题，特

别是重点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旧顽疾。

第二部分2020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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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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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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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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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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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表

部 门 政 府 性 基 金 拨 款 支 出 预 算 表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无 无 无 无

本单位 2019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单位名称：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35,643.9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956.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6.0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45.53

30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310 资本性支出 60.00

311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312 对企业补助 32,385.60

313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399 其他支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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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情况表

单位名称：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经济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2,727.3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923.80

30101 基本工资 393.31

30102 津贴补贴 453.53

30103 奖金 56.98

30106 伙食补助费

30107 绩效工资 43.2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64.29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64.9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66.52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57.49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76

30113 住房公积金 139.65

30114 医疗费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78.1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0.79

30201 办公费 21.45

30202 印刷费 3.00

30203 咨询费

30204 手续费 0.07

30205 水费 0.80

30206 电费 33.46

30207 邮电费 31.40

30208 取暖费

30209 物业管理费

30211 差旅费 15.3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2.37

30213 维修(护)费 2.00

30214 租赁费 0.90

30215 会议费 6.00

30216 培训费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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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7 公务接待费 2.50

30218 专用材料费

30224 被装购置费

30225 专用燃料费

30226 劳务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4.00

30228 工会经费 15.90

30229 福利费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65.00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2.79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72.80

30301 离休费 275.55

30302 退休费

30303 退职(役)费

30304 抚恤金

30305 生活补助 11.59

30306 救济费

30307 医疗费补助

30308 助学金

30309 奖励金

303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85.66

30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0701 国内债务付息

30702 国外债务付息

30703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30704 国外债务发行费用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309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30902 办公设备购置

30903 专用设备购置

30905 基础设施建设

30906 大型修缮

309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0908 物资储备

30913 公务用车购置

309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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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30922 无形资产购置

30999 其他基本建设支出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31006 大型修缮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1008 物资储备

31009 土地补偿

31010 安置补助

310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31012 拆迁补偿

31013 公务用车购置

310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310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31022 无形资产购置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11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31101 资本金注入

311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312 对企业补助

31201 资本金注入

31203 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31204 费用补贴

31205 利息补贴

312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313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313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31303 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399 其他支出

39906 赠与

39907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399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39999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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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预算数

合计 41.87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2.37

2、公务接待费 4.50

3、公务用车费 15.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00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

管理。2019 年,市工信局部门收入预算为 35738.99 万元，比上年

增加 7585 万元，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调整安排。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5643.99 万元，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 万元,财

政专户拨款 0万元,单位经营服务收入 0万元,单位结余结转资金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95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0 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 35738.99 万元，比上年增加 7585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1677.4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18.41 万元，公用支出 331.49 万元，项目支出 3301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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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5643.99 万元，比上年增

加 7490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增加 115.37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补助支出减少 66.35 万元、公用支出增加 6.2 万元、项目支

出增加 7434.78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包括：

（一）行政运行（商贸事务）1493.92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

在编人员工资薪金、社会保障缴款、公用经费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商贸事务）432 万元。主要用于

办公楼物业、租金、项目审计评审经费、软件行业统计服务费、

行政性公司人员经费、借聘用人员工资、闽浙赣皖协作区、物联

网办、电力执法办和电网办工作经费支出。

（三）事业运行（商贸事务）204.79 万元。主要用于直属事

业单位在编人员工资薪金、社会保障缴款、公用经费支出及散泥

办聘用人员工资等。

（四）其他商贸事务支出 99.6 万元。主要用于散泥办新材

抽查检验费、散装水泥宣传费、散装水泥行业管理费、科研、新

技术研发费等支出。

（五）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3000 万元。主要用于 NB-IOT 智

能水表专项支出。

（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03.02 万元。主要用于

机关离退休干部离退休费及公用经费支出。

（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4.29 万元。

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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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4.92 万元。主要用

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职业年金缴费。

（九）能源节约利用 3000 万元。主要用于扶持节能与循环

经济项目及新能源汽车项目，增强工业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

现绿色转型，完成“十三五”节能降耗目标。

（十）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00 万。主要用于抢救保护濒临

失传的重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与技艺，实施品牌战略，提升行业

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十一）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 8385.6 万元。主要用于物联

网开放实验室运营，推动在物联网基础技术研究、行业标准制定

和产品测试认证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共同促进物联网产业发展。

（十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7800 万元。主要用于鼓励企业

增产增效、提升规模、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加大力度实施企业技

术改造、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智能制造产业、推动

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

型转变。同时，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小微企业

寻求服务成本，做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的培育工作，引导小

微企业创业基地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小微企业整

体竞争实力。

（十三）事业运行（商业流通事务）56.24 万元。主要用于

散泥办在编人员工资薪金、社会保障缴款支出。

（十四）住房公积金支出 133.35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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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在编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十五）提租补贴支出 37.65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业单

位在编人员提租补贴支出。

（十六）购房补贴支出 68.61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业单

位部分在编人员住房补贴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单位2019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财政拨款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19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727.39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2395.9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

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

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

补贴、购房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等。

（二）公用经费 331.4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

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

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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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9 年预算安排 22.37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考察、经贸洽谈、

友城交流等。与上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2019 年预算安排 4.5 万元。主要用于招商、项目对接、业务

交流等方面的接待活动。与上年相比支出增长 47.54%，主要原因

是:新增散泥办、新材管理中心接待费 2 万。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9 年预算安排 15 万元，其中：公车运行费 15 万元，公车

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 50.5%，主要原因是:公车减

少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用车管理。

六、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 年市工信局共设置 10 个项目绩效目标，涉及资金

32385.6 万元。

（二）绩效目标表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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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9 年市工信局部门（含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96.53 万元，比 2018 年

减少 0.1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9 年市工信局部门政府采购预算额 10 万元，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预算额 104.96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底，市工信局部门本级及所属的预算单位共有

车辆 7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7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

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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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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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

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

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

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

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

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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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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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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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单位公务用车购

置费(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车改后单位按规定保

留的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用车、一般公务用

车和执法执勤用车等；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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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