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

政策，制定有关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业务规程；

（2）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3）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

（4）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依照规定组织专

家对已编纂成稿的地方志进行评审；

（5）收集、保存、整理、开发利用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

织整理旧志，开展地方志学术研究和交流；

（6）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宣传

方志文化，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7）建立地方志馆和地情网站，推进地情资料库与地情信

息数字化建设，为社会各界和公众提供地情信息服务；

（8）培训地方志工作人员；

（9）承办武汉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交办的其

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由机关组成，其中：事业单

位 1 个(含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1 个)。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总编制人数 26 人，其中：事

业编制 26 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23 人)。在职实有人数

23 人，其中：事业编制 23 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21 人)。

离退休人员 27 人，其中：离休 3 人，退休 24 人。

二、收支预算情况

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1,256.3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952.56 万元，事业收入 41.04 万元，上年结转 262.76 万元。

2016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1,256.36 万元。

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科学技术支出 1,256.36 万元；

按照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主要用于：

工资福利支出 234.7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597.10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37.77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59.97 万元；

其他支出 26.80 万元。

三、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6 年财政拨款预算数 1,215.32 万元，比 2015 年预算增

加 241.81 万元，增长 24.84 %，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657.64 万元，比 2015 年预算增加 158.72 万

元，增长 31.81 %，主要原因是：一是新增三名参公人员；二是

在职人员正常晋级晋档；三是部分在职人员职务晋升；四是政策

调整，将项目支出中不可预计支出调整到基本支出中。其中：

1.工资福利支出 218.08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

津贴、社会保障费等。



2.商品服务支出 126.19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及退休人

员的日常公务支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13.37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

工资、医疗费等。

(二)项目支出557.68万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83.09万元，

增长17.51%，主要原因是：2015年度专项资金有部分结转到2016

年项目。其中：

1.部门项目 33.50 万元。主要安排为：购置办公设备及机动

经费。

2.公共项目 524.18 万元。主要安排为：年鉴编纂、地情书

籍编纂、地情资料管理等。

(1)年鉴编纂类项目 117.89 万元。主要用于《武汉年鉴》及

电子版、《武汉年鉴.实用手册》、《武汉城市圈年鉴》及电子

版等年鉴类的办公费、印刷费、稿费及校对费等支出。

（2）地情书籍编纂类项目 57.13 万元。主要用于《武汉春

秋》四期、《新编武汉地方志综合目录》（上下册）等地情书籍

类的印刷费、稿费及校对费、出版管理费等支出。

（3）地情资料管理类项目 99.16 万元（含上年结转 12.76

万元）。主要用于地情资料购置、互联网设施运行维护费、网站

建设费等支出。

（4）上年结转 250 万元，系 2015 年度《中国红影像志》专项资

金。



附件 2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按功能科目） 预算数 项 目（按经济科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952.5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工资福利支出
234.72

二、事业收入 二、国防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597.10

三、上级补助收入 三、公共安全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337.77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
四、教育支出

四、对企事业单位的

补贴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科学技术支出 1256.36 五、转移性支出

六、其他收入 41.04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六、债务利息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七、基本建设支出

八、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

支出
八、其他资本性支出 59.97

九、节能环保支出 九、其他支出 26.80

十、城乡社区支出

十一、农林水支出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十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五、金融支出

十六、国土海洋气象等支

出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九、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993.60 本年支出合计 1256.36 本年支出合计
1256.36

七、事业基金弥补收

支差额

八、上年结转 262.76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1256.36 支出总计 1256.36 支出总计 1256.36



附件 3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按功能科目）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编码 名称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商品和服

务支出

206
科学技术支

出
1215.32 657.64 218.08 313.37 126.19 557.68

20606 社会科学 1215.32 657.64 218.08 313.37 126.19 557.68

2060699

其他社会

科学支出
1215.32 657.64 218.08 313.37 126.19 557.68



附件 4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按经济科目）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编码 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商品和服务

支出

123
武汉地方

志办公室
1215.32 657.64 218.08 313.37 126.19 557.68

301
工资福

利支出
218.08 218.08 218.08

302
商品和

服务支出
597.10

126.19
126.19 470.91

303
对个人

和家庭的

补助

313.37
313.37

313.37

310
其他资

本性支出
59.97 59.97

399
其他支

出
26.80 26.80



附件 5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6 年财政拨款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22.40 万元，

比 2015 年预算减少 2 万元，下降 8.20%。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0 万元，同 2015 年预算相同，

我办 2016 年、2015 年均无因公出国。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00 万元，同 2015 年预

算相同。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同 2015 年预算相同，我办 2016

年、2015 年均无公务用车购置。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00 万元，同 2015 年预算相同。

(三)公务接待费预算 1.40 万元，比 2015 年预算减少 2 万

元，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的要求，

压缩公务接待费的支出规模，降低公务接待费总体支出。

根据国家、省、市相关规定，今年我市将实施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改革方案实施后，将按照新的公务用车编制、公车配备等

情况，调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附件 6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预算

合 计 22.4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00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00

其中：(1)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00

3.公务接待费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