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市委老干部工作局是负责全市老干部工作的部门管理机构，

机构规格为正处级，包括局机关（本级）和两个全额财政拨款处

级单位。其主要职责分别是:

（一）市委老干局（本级）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调查研究、拟定

我市有关老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

2.全面落实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3.督促检查落实老干部生活待遇，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完善落

实老干部“两费”保障机制和共享改革成果机制。使老干部“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

4.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老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继

续发挥作用；

5.指导全市老年大学和老年教育工作，组织指导老干部和县

级以上退休干部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活跃

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

6.指导全市老干部工作部门的自身建设；

7.指导老干部丧事处理和对老干部遗属的照料工作；



8.审核办理离休干部提高待遇手续、县级以上退休干部退休

手续，负责老干部信访接待工作；

9.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1.为离退休老干部活动和学习提供管理服务。

2.组织老干部开展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

3.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理论研讨会、保健等培训班。

4.举办医疗保健知识、书法绘画知识等知识讲座，充实老干

部的晚年精神生活。

5.负责市直单位活动室，县区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业务指导工

作。

6.向老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老同志关心、支

持改革，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

一致。

7.开办老年大学，负责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收集老年学员的

教学管理信息，活跃离退休干部晚年生活。

（三）安康市干休所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维护干休所老干

部队伍和谐稳定，实现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

所为”工作目标；



2.落实驻所老干部政治待遇，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参观考察活动，加强老

干部党支部建设，发挥好老干部作用；

3.落实驻所老干部生活待遇，认真做好上门走访、慰问等工

作，帮助解决老干部和遗属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积极与老同志原

单位加强联系，协调落实各项待遇；

4.组织驻所老干部和老干部家属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

文体活动，丰富活跃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

5.做好驻所老干部信访工作；

6.协助老干部原单位和家属处理好老干部丧葬事宜；

7.完成市委老干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三项建设”全面加强，老干部思想阵地有效巩固。始

终把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党组织建设作为巩固

老干部思想领域的重要抓手，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通过辅导报告会、座谈交

流、送学上门等形式，广泛组织离退休干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引

导离退休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坚决维护”，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做全

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

二是“两项待遇”有效落实，老干部服务管理更加精准。组



织老干部经常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按规定看文件听报告，参加重

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定期通报情况，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市委书记郭青、市长赵俊民等市级领导分别带队，

在春节期间对 40 多名离退休厅级老领导、老同志进行看望慰问，

向他们通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按照省委

老干部局的统一部署，抽调我市 1 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共同参与了

省委老干部局组织的走访慰问活动，赴湖北、江苏等地对易地安

置的离休干部进行了看望慰问。全市各级各部门今年走访慰问老

干部 1200 余人次，看望住院老干部 600 余人次，协助办理老干

部丧事、参加吊唁活动 260 余人次。畅通信访渠道，热情耐心接

待老干部来电来信来访，对老干部直接反映的问题和上级批转件

做到了“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三是正能量活动扎实开展，老干部作用发挥更加突出。围绕

省委老干部局“点赞陕西发展，助力追赶超越——三秦夕阳正红”

主题主线，扎实开展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乐享夕阳正当红”新

年音乐会，第三届“春之韵”合唱比赛，“看巨变赞成就助超越”

离退休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摄影展和“我看安康改革开放

新成就”主题征文大赛等正能量活动，充分发挥广大离退休干部

的优势和作用，通过点赞新时代，讴歌新变化，全方位、多层次

的反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城乡建设的巨大变化、家庭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展望新

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组织



开展了安康市离退休干部“讴歌新时代，唱响主旋律”合唱大赛，

参赛队 12 支，参赛老干部达 600 余名，在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安

康市老干部合唱团”代表安康参加了全省离退休干部合唱大赛，

并在决赛中获得了第 2 名的优异成绩。

四是阵地建设逐渐加强，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加

强衔接汇报，强化协调督促，扎实推进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镇

坪县通过划转县文化商业中心场地，使活动场地增加到 580 余平

方米，彻底解决了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阵地问题。旬阳

县委、县政府将老城 2400 平方米的房屋划拨为老干部活动中心

（老年大学）用房，待整修后可投入使用。积极向市政府汇报争

取，市长赵俊民召开专题办公会议研究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基建遗

留问题，将 5500 多平方米室外广场整体划拨给老年大学作为室

外教学场地，目前已完成设计，即将按程序组织施工。今年 6 月，

老年大学又投入 100 多万元购置配备了一批教学设备，办学条件

进一步得到改善。

五是中心工作扎实推进，部门自身建设不断强化。在抓好离

退休干部业务工作的同时，克服人员少、工作力量薄弱等困难，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统筹抓好了脱贫攻坚、五城

联创、机关党建、茶园帮扶、支教等中心工作，圆满完成了阶段

性任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级及所



属 2 个下级单位：

（一）安康市委老干局部门本级（机关）

（二）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三）安康市干休所

序号 单位名称

1 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本级（机关）

2 安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

3 安康市干休所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0 人，其中行政编制 25

人、工勤编制 5 人；实有人员 27 人，其中行政 22 人、工勤编制

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2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2018年本年收入676.05万元，

较上年收入 730.25 万元，减少 54.20 万元；2018 年本年支出

789.86 万元，较上年支出 752.09 万元，减少 37.77 万元，主要

原因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的老龄事务减少。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2018 年本年收入 676.05 万元，年

度收入中财政拨款收入 594.48 万元，占收入 87.93%,其他收入

81.57 万元，占 12.07%。

3.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2018 年本年支出 789.86 万元，年

度支出中基本支出471.01万元，占支出59.63%，项目支出318.85

万元，占支出 40.37%。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

594.48 万元，其中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83.10 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 311.38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 653.92 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减少 59.44 万元，主要原因是全市老龄事务减少。

2018 年财政拨款支出 720.36 万元，较上年财政拨款支出 709.97

万元，增加 10.39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增多。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

分，2018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720.36万元，

较上年财政拨款支出 709.97 万元，增加 10.39 万元，我单位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均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其中：民政管理

事务（老龄事务）314.38 万元，较上年 395.22 万元，减少 80.84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事务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科

目 405.98 万元，较上年 303.14 万元，增加 102.84 万，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增多并且开始缴纳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经费

和公用经费来看，2018 年我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合计 405.39 万元，较上年 365.96 万元，增加 39.43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333.78 万元，较上年 294.91 万元增加 38.87 万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资福利支出增加，人员工资普调；公用经费

71.61 万元，较上年 71.05 万元增加 0.56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单位人员增多，商品和服务支出有所增加。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合计 0.37 万元，其中：会务接待费 0.37 万元，较 2018 年年初



部门预算“三公经费”3.05 万元减少 2.68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公务接待减少、今年未产生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较 2017 年

“三公经费”0.74 万元减少 0.37 万元，减少率为 50%，主要原

因是 2018 年公务接待减少。2018 年本单位没有因公出国（境）

业务，因此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数为 0，费用产生为 0。

本部门 2017 年无公务用车购置情况，全系统按照公车办要求，

本部门及下属决算单位无车辆。2018 年我单位公务接待国内公

务接待的批次为 4 次、人数 37 人、经费总额 0.37 万元。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支出 0 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公务接待 5 批次，37 人次，支出 0.37 万元，比 2018

年初预算 2.60 万元减少 2.23 万元，比上年 0.74 万元减少 0.37

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今年会务接待减少，省委老干局未在我市

召开全省老干工作相关会议，来我市调研、检查次数减少。

2.培训费支出情况。2018 年我单位培训费支出 6.23 万元。

3.会议费支出情况。2018 年我单位会议费支出 1.16 万元。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 年以来我单位走访慰问老干部 100 余人次，看望住院



老干部 150 余人次，在春节期间对 40 多名离退休厅级老领导、

老同志进行看望慰问。扎实开展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乐享夕阳

正当红”新年音乐会，第三届“春之韵”合唱比赛，“看巨变赞

成就助超越”离退休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摄影展和“我看

安康改革开放新成就”主题征文大赛等正能量活动，组织开展了

安康市离退休干部“讴歌新时代，唱响主旋律”合唱大赛，参赛

队 12 支，参赛老干部达 600 余名。组建了市老干部合唱团、京

剧组、老干部民乐团等 13 个社团 1000 多名会员，设置了书画、

摄影、技艺、舞蹈等 8 个系 21 个专业，57 个教学班，聘请各类

专业教师 26 人，全年参加学习人数达到 6000 多人次。先后举办

了校园趣味运动会、元宵节灯谜游艺活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老年大学教学成果展演”等大型活动 10 余次，充分展示

了老干部健康向上、康乐有为的精神风貌。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1.67 万元，主要为商品和服

务支出，对比上年 36.35 万元，增加 35.32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单位人员增多，商品和服务支出有所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8.75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类支出 5.7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3.05 万元。其中

主要是办公设备、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年大学教学设备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50 万

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2018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

设备.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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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费支出。

附件：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表

中共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2019 年 9 月 11 日



附件

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中共安康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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