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或参与全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

问题的研究调研，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

2、围绕政府工作重点，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分析、

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重要信息、动态，为市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建议。

3、根据市政府领导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

草、修改市政府有关重要文件。

4、组织社会各界研究人员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全局

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5、负责市政府调研工作的对口联络和交流合作，做好陇

海兰新经济促进会等全国性经合组织有关方面的工作；做好

《宝鸡经济》的编辑出版工作。

6、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市政府重要会

议的文件起草，参与市委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7、负责对市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开展后评估，提出调整

和完善意见建议；组织市政府咨询委员开展建言献策工作；

承担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8、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7 年，始终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核心

工作，用“求实创新”的工作成果服务于领导决策。全年共

撰写领导讲话、重要会议材料、署名文章和汇报材料 30 多

篇，完成重点调研课题及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等 20 余个，编

发《决策咨询》31 期，编辑出版《宝鸡经济》6 期。

（一）是用研究成果破解发展难题。立足我市旅游和脱

贫攻坚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我们组织课题组，开展深度调

研，形成了《旅游让扶贫更美丽——宝鸡“旅游+扶贫”的

探索和实践》报告，该文在《陕西日报》头版刊发，并分别

被中国旅游网、西部网等网站刊发，该经验在全省地市县及

各有关部门进行推广，成为宝鸡扶贫工作的特色亮点。为打

造投资洼地、营造良好的营商发展环境，我们通过进行深入

调研，形成的《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现状与对策》调研报告，

被转化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和全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宝政办发[2017]27 号）文件充分吸收。面对百姓关注的食

品的热点问题，我们以创建最具幸福感城市为切入点，通过

深入调研，形成的《打造“舌尖上”的安全 共建最具幸福

感城市暨宝鸡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验与启示》调

研报告，为我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提供了好的思路

和启示。

（二）是用深度调研探寻宝鸡发展路径。面对追赶超越

巨大压力，我们全面分析了遵义市追赶超越经验做法，撰写



了《借势加力实现弯道超车——遵义市追赶超越对宝鸡的启

示》；围绕现代城市发展规律及“城市病”问题，深入调研

分析我市关天副中心建设的现状，完成了《着力应对去中心

化 加快建设副中心城市》调研报告；为全面掌握全市食品

工业发展现状，我们通过深入调研，撰写完成了《我市食品

工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结合我市汽车工业发展实际，通

过深入分析摩托车产业趋势，完成了《宝鸡引进发展摩托车

产业适逢其时》调研报告；为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我们深入高新区永清村就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调研，撰写

了《“城中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趟出新路子——永清村产

权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为运用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我们就我市“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形

成了《农村电商扶贫正当时》的调研报告；面对羊乳产业市

场增长迅速、我们从需求侧发力，探寻我市的发展趋势、畜

产业带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动能，深入千阳、陇县进行

调研，形成了（《发展羊乳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宝鸡

市“羊乳产业+扶贫”调查研究）调研报告。这些报告较好

地发挥了以文辅政的作用。

（三）是用扎实的调研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通过

认真调研分析，形成了《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建议。针

对当前未富先老、空巢化、少子化等养老问题，我们就宝鸡

市养老现状及体制机制问题进行调研和探索，形成了《宝鸡



市养老问题的调研与思考》，就如何更好应对老龄化提出了

建议和对策。针对秋冬季频发的雾霾天气，我们积极探索雾

霾治理的可行措施，形成了《对我市雾霾治理认识与思考》

调研报告。针对我市农业产业升级过程中人才匮乏，缺少技

术支撑状况，我们认真研究形成了《宝鸡市农村实用型人才

队伍建设的思考》调研报告，为我市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提出

意见建议。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宝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2017 年部

门决算为本单位本级决算，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参公管

理）。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8 人，其中事业编制

18 人；实有人员 18 人，事业 1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5 人，退休人员 15 人已移交养老机构。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收入总计 357.79 万元，较上年减少 82.08 万元，

主要是退休人员移交养老机构、25 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专

项和《宝鸡市干部经济知识简明读本》两个临时项目完成。

（2）支出总计 356.2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2.59 万元，

原因同上。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2017 年度收入合计 357.79 万

元，其中：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

336.77万元,占总收入的94.12%，2016年度结转21.02万元，

占总收入的 5.88%， 2016 年度《宝鸡市干部经济知识简明

读本》项目尚未全部实施完毕，结转 2017 年度继续使用。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 年本年合计支出 356.2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73.33 万元，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而发生

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占总支出的 76.39%，

项目支出 82.93 万元，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在基本预算支出之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我

室主要包括决策咨询、重点课题调研、《宝鸡经济》出版发

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等专项业务支出，占总支出的

23.61%。



（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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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拨款收入 357.79 万元，较上年减少 82.08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员移交养老机构、25 届中国西部商品交

易会专项和《宝鸡市干部经济知识简明读本》两个临时项目

完成。

2017 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356.2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2.59 万元，原因同上。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56.26 万元，按支

出功能科目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4.18 万元，社会

保障就业支出 23.3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8.72 万元（主要是为单位

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统计信息事务支出 324.18 万元，



包括行政运行 240.67 万元，是反映单位的基本运行支出。

信息事务支出 83.51 万元，其中 0.58 万元为基本支出，

其余 82.93 万元主要用于《宝鸡市干部经济知识简明读本》

印刷、市决策咨询委委员课题调研、《宝鸡经济》印刷发行、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等事项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73.33 万

元，其中：人员经费：234.45 万元，公用经费 38.88 万元，

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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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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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支出 5.36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2.07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3.29 万元。比上年增加 2.55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比上年增加 0.94 万元，主要是省政府参事室、省政府研究

室来宝调研频次较往年增加。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1.61

万元，主要是配合省政府研究室来宝调研及起草政府工作报



告租用车辆费用增加。

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情况：2017 年本部门无公务车辆

购置，本部门年末公务用车实际保有 1 辆。

公务接待费：2017 年度国内公务接待累计 14 批次，165

人次、经费总额 2.07 万元。主要是承担省上对口部门来宝

调研、接待任务发生的费用。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培训费支出 0.75 万元，主要是陕西培训网、干部网络

培训及市委党校安排的培训支出，较去年增加 0.25 万元，

增长 50%，主要是为提高干部素质，加大培训力度。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会议费支出 1.42 万元，主要是特约研究员培训会支出，

较去年减少 81.77%，主要是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会议次数和

规模。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对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自评，涉及一

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61.91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8.88 万元，用于维护

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2017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比

上年增加 6 万元，主要是人员增加、其他交通费用增加导致。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7.36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0.1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7.24 万

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 1 辆；无单价 50 万元

以上的通用设备。2017 年当年无购置车辆、单价 50 万元以

上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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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部门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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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支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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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宝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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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