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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单位）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规章，部署全市公安工作，并指导、检查、监督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的

贯彻执行情况。

（二）负责收集、掌握全市公安业务情报信息，分析、研究敌情

和社会治安情况，制定相应对策。

（三）预防、制止和侦查全市范围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指挥

全市侦破专项行动，侦办影响大、危害大的重特大案件和危害国家安

全、涉外案件。

（四）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协调全市重大警务行动，协调、处置

全市重大治安案件、事件和事故。

（五）负责全市道路交通管理，维护全市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

处理交通事故。

（六）组织实施全市消防工作，依法实施消防监督。

（七）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

险物品。

（八）依法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全市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九）管理全市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十）管理全市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我市的居

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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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负责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来我市检查指导、参观访问的

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全市重要场所和设施的守卫以及大型活动和重要

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十二）指导全市公安机关的预审和监管工作，负责对全市危害

国家安全、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和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普通

刑事案件等案件的预审、移交起诉工作，负责市看守所、治安拘留所

和强制戒毒所的管理工作。

（十三）指导和监督全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

点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指导企事业单位保卫组织的建设，指导治安

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十四）对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

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十五）负责全市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监督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十六）管理全市公安机关的计划、财务、装备和有线、无线、

信息通讯工作。

（十七）负责全市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和队伍建设。

（十八）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责，承办市委、市政府和

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晋城市公安局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机要室、政治部、党委办

公室、法制支队、指挥中心、警务督察支队、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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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犯罪侦查支队、治安管理支队、刑事侦查支队等 33 个内设机构（不

含交警支队）。

晋城市公安局 2022 年部门预算组成单位包括：晋城市公安局局机

关、城区分局、北石店分局、开发区分局、晋城市看守所、晋城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晋城市拘留所、晋城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校、晋

城市公安局警务服务中心等 9 个行政、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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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单位）预算

一、2022 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 年 项目 2022 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 36,396.989052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公共安全支出 32,095.376854

五、单位资金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34.188656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223.379937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1,744.04360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36,396.989052 本年支出合计 36,396.98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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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 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功能科目

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

金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36,396.989052 36,396.989052

204
[204]公共安全支

出
32,095.376854 32,095.376854

20402 [20402]公安 31,984.156854 31,984.156854

2040201

[2040201]行

政运行
19,344.311854 19,344.311854

2040202

[2040202]一

般行政管理事务
12,571.095000 12,571.095000

2040250

[2040250]事

业运行
68.750000 68.750000

20408
[20408]强制隔

离戒毒
111.220000 111.220000

2040802

[2040802]一

般行政管理事务
111.220000 111.220000

208
[208]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05
[20805]行政事

业单位养老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0505

[2080505]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10
[210]卫生健康支

出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11
[21011]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1101

[2101101]行

政单位医疗
837.049431 837.049431

2101103

[2101103]公

务员医疗补助
386.330506 386.330506

221
[221]住房保障支

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02
[22102]住房改

革支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0201

[2210201]住

房公积金
1,744.043605 1,744.0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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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36,396.989052 23,617.174052 12,779.815000

[204]公共安全支出 32,095.376854 19,315.561854 12,779.815000

204 [20402]公安 31,984.156854 19,315.561854 12,668.595000

2040201 [2040201]行政运行 19,344.311854 19,306.711854 37.600000

2040202 [20402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2,571.095000 12,571.095000

2040250 [2040250]事业运行 68.750000 8.850000 59.900000

204 [20408]强制隔离戒毒 111.220000 111.220000

2040802 [20408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11.220000 111.220000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10]卫生健康支出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1101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837.049431 837.049431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386.330506 386.330506

[221]住房保障支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 [22102]住房改革支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0201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744.043605 1,744.0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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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36,396.98905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32,095.376854 32,095.376854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1,223.379937 1,223.379937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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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

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36,396.989052 本年支出合计 36,396.989052 36,396.98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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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36,396.989052 23,617.174052 12,779.815000

[204]公共安全支

出
32,095.376854 19,315.561854 12,779.815000

[20402]公安 31,984.156854 19,315.561854 12,668.595000

2040201 [2040201]行政运行 19,344.311854 19,306.711854 37.600000

2040202
[2040202]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
12,571.095000 12,571.095000

2040250 [2040250]事业运行 68.750000 8.850000 59.900000

[20408]强制隔离

戒毒
111.220000 111.220000

2040802
[2040802]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
111.220000 111.220000

[208]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05]行政事业

单位养老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34.188656 1,334.188656

[210]卫生健康支

出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11]行政事业

单位医疗
1,223.379937 1,223.379937

2101101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 837.049431 837.049431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386.330506 386.330506

[221]住房保障支

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02]住房改革

支出
1,744.043605 1,744.043605

2210201 [2210201]住房公积金 1,744.043605 1,744.0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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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23,617.174052

501 19,053.862966

[50101]工资奖金津补贴 8,970.905000

[50102]社会保障缴费 2,653.323961

[50103]住房公积金 1,744.043605

[50199]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685.590400

502 3,911.830186

[50201]办公经费 1,873.890186

[50203]培训费 1.000000

[50204]专用材料购置费 21.000000

[50205]委托业务费 212.000000

[50206]公务接待费 15.000000

[50208]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9.150000

[50209]维修（护）费 252.000000

[5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97.790000

503 140.000000

[50306]设备购置 140.000000

505 240.510500

[50501]工资福利支出 240.510500

50502 43.635600

[5050299]商品和服务支出 43.635600

509 227.334800

[50901]社会福利和救助 72.992800

[50905]离退休费 119.342000

[509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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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八、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九、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

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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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15.0000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539.15000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9.150000

合计 554.150000

十一、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2 年预算数

合计 4,051.830186

070001 [070001]晋城市公安局 1,578.782822

070002 [070002]晋城市看守所 377.904016

070003 [070003]晋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121.293344

070005 [070005]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1,338.074017

070006 [070006]晋城市公安局北石店分局 261.509591

070007 [070007]晋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75.036262

070009 [070009]晋城市拘留所 99.2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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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2 年度晋城市公安局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2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36396.99 万元。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所

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

保障支出。

2022 年部门经费总预算 36396.99 万元，比 2021 年总预算

35752.65 万元增加 644.34 万元，增长 1.8%。

2022 年支出预算为 36396.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3617.17 万

元，占 64.88%；项目支出 12779.82 万元,占 35.12%。

二、“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554.15 万元，比 2021 年减少 73.74

万元，其中：公务用运行维护费 539.15 万元，无公务用车购置费，比上

年减少 73.74 万元,因 2021 年含公车购置费 79 万元；公务接待费 15 万

元，与上年持平。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数 4051.83 万元。

公用经费支出 40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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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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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装购置费、专用燃料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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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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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房屋建筑物购建、办公设备购

置、专用设备购置、大型修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

购置、无形资产购置、其他资本性支出。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晋城市公安局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2779.82 万

元。

五、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晋城市公安局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90 个，涉及一般

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779.82 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

按照财政局要求绩效目标已全部录入财政一体化系统中。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按实际车辆报送）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晋城市公安局共有车辆203辆，其中：机要

通信用车3辆、应急保障用车4辆、执法执勤用车150 辆、特种专业技

术用车38辆、其他用车8辆。

2、房屋情况（按资产统计情况报送）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晋城市公安局办公及业务技术用房面积

共 88440.93 平方米,账面价值 21730.96 万元。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晋城市公安局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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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备62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101台（套）。

七、其他说明

无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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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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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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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

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

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

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

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

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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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六、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

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

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

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

预算。

九、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

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

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十、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

资金，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十一、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晋城市公安局

2022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