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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1. 一、主要职能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高

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 

农工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贯

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

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工作主线，履行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全面加强自身

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 12个基层支部，

下设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三个处室和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

社会服务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老年工作委员会、经济

工作委员会五个工作部门。本部门无下属单位。 

2.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0年部门汇总预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1家，具体包括：农工民主党江阴市委员

会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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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聚焦政治坚定，夯实思想共识 

深化学习教育。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会议，学习贯彻好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会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在各级人大、

政府、政协中任职的党员，要带头学理论、抓落实，把全会精神

学习同《中共中央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等

重要文件学习相结合，同中共江阴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学习

相结合，在学以致用、履职作为上见成效。充分发挥各级“农工之

家”展示、交流、学习的平台辐射作用，继续深入开展“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提升政治境界，全面增

强履职能力。 

开展纪念活动。紧紧围绕建党 90 周年主题，开展“重走党史

基地 弘扬优良传统”活动，组织骨干赴上海、南京等党史教育基

地拜谒瞻仰，重温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奋

斗历程。引导全体党员学党史讲党史，不断增进广大党员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充分挖掘身边岗位建功、履职尽责的先进典型，组织、策划

纪念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利用“音频工作室”平台，制作播出接地气、聚人气、有深度、有

影响的声音作品，讲述好农工党故事，传播好农工党声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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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工党形象。 

二、积极建言资政，践行履职有力 

方向准。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紧扣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建设两条主线，更加关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围绕中共江阴市委

中心工作，在会协商、善议政、敢监督上狠下功夫，在服务大局、

保障大局中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调研深。带动组织

广大党员围绕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摸

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发挥界别特色优势，利用有效资源，深

入调查研究，为市委、政府决策和施政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彰显新时代的新担当新作为。建议实。参与市委、市政府召开的

各类政情交流会、专题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等，要充分酝酿，精

心准备，确保提出有深度、有见解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运用“两会”

平台，深入推进“一党员一建议”活动，组织动员全体党员深入基

层，关注民情、了解民意，积极主动向市委、市政府反映社情民

意，协助市委、政府化解矛盾，促进发展。 

三、紧扣人才强党，打牢组织基础 

围绕中共江阴市委统战“星级支部”考评要求、无锡农工“示范

支部”创建评比等，推动各支部和广大党员在“思想建设、调研信

息、组织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再上新台阶。认真贯彻《中

国农工民主党组织发展工作规程》精神，积极作好医药卫生和人

资环保领域主力界别的发展工作，为参政议政工作储备人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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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政府机关部门发展党员，率先物色和发展年龄在“85后”、“90

后”，各方面较为优秀的代表人士。持续推进“骨干成长计划”系列

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年轻党员“五种能力”。将主题教育活动激发

的正能量转化为参政履职、做好本职工作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果，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代表性强、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代表人士队伍。 

四、增强服务实效，提升品牌影响力 

有效运用“农工励志公益金”，围绕助学、助老、助困主旨，

开展卓有实效的帮扶活动。持续关注我市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事业

发展，继续对特殊教育中心校、金钥匙儿童启智教育中心定向捐

助。拓展“同心基地”服务内涵，助推山泉村民慢性病健康管理工

作。以“健康江阴行”为抓手，持续作好送医进乡镇、进工厂、进

学校等义诊、讲座活动，服务社会，传播正能量。将社会服务与

调查研究相结合，为参政议政提供丰富素材和资源。 

 

 

 

第二部分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年度部门预算表 

具体公开表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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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总体收支预算情况。根据《江阴市财政局关于

下达 2020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澄财预〔2020〕60号）填列。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18.32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减少 2.03万元，减少 9.98%。

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 18.32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18.32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18.3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3

万元，减少 9.98%。主要原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

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

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

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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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预算总计 18.32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8.32万元，主要用于召开会议、

公务接待、课题调研、小组活动、社会服务活动（同心基地）、慰

问等。与上年相比减少 2.03万元，减少 9.98%。主要原因是按要

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2．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

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相同。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 18.3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3万元，

减少 9.98%。主要原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 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

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未发生。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总体收入预算情况。填列数与《收支预算总表》

收入数一致。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本年收入预算合计 18.32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2万元，占 100.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万元，占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万元，占 0%； 

其他资金 0万元，占 0%； 

上年结转资金 0万元，占 0%。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 9 — 

反映部门年度总体支出预算情况。安排数与《收支预算总表》

支出数一致。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本年支出预算合计 18.32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0万元，占 0%； 

项目支出 18.32万元，占 100%；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0万元，占 0%； 

结转下年资金 0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总体收支预算情况。财政拨款收入

数、支出安排数与《收支预算总表》的财政拨款数对应一致。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8.32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2.03万元，减少

9.98%。主要原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财政拨款支出安

排数与《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的财政拨款数一致，并按照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功能分类“项”级细化列示。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18.32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2.03

万元，减少 9.98%。主要原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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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 0 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相同。 

2.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款）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

（项）支出 18.3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3万元，减少 9.98%。

主要原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二）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 0 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相同。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 0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相同。 

3．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支出 0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0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与上年相同。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0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0万元。 

（二）公用经费 0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 18.3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3万元，减少 9.98%。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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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按要求全面压减专项经费支出。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预算 0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0万元。 

（二）公用经费 0万元。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

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情况。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万元，占“三公”经

费的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0%；

公务接待费支出 1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1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年无此项预算。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 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0 万

元，主要原因是 2020年无此项预算。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预算增

加 0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年无此项预算。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 1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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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减少公务接待次数，厉行节约。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

议费预算支出 2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

会议次数，厉行节约。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

训费预算支出 1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1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

培训次数，厉行节约。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政府性基金支

出安排数与《部门收支预算总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数一致，并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功能分类“项”级细化列示。 

农工党江阴市委员会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 0 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安排情

况。 

2020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 0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0 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一般公

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反映部门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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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 0万元，其中：拟采购货物

支出 0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拟购买服务支出 0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 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辆、执法执勤

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等。单价 20

万元（含）以上的设备 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0年度，本部门单位共 1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 18.32万元；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纳入、☑未

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性资金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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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项

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

要是教育收费）、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单位预留机动经费：指预算单位年初预留用于年度执行

中增人、增资等不可预见支出的经费。 

八、“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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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宿费、旅费、伙食

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

公务用车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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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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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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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