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市妇女联合会 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铜陵市妇联是在铜陵市委领导下，为进步发展而联合起

来额度社会群众团体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妇女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其主要工作职责是： 

（一）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

程》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各个时期妇

女儿童工作计划；指导县区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指导并联系

团体会员的业务工作。 

 （二）调查研究全市《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和《妇女发

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的执行情况以及妇女儿童工作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提出意见和

建议。 

（三）指导和推动开展 “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 、“双

学双比”等活动，组织、动员妇女投身物资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发挥作用。 

  （四）指导全市各级妇联的宣传舆论工作；教育、引导广

大妇女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表彰各行各业的

先进妇女典型；开展妇女职业技术培训和多层次的妇女干部

培训，全面提高妇女素质，促进妇女人才的成长。 



（五）代表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促进妇女参政；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

章程的制定，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坚持同一切歧视、

虐待和迫害妇女儿童的行为作斗争。 

  （六）为妇女儿童服务，协同有关部门并争取社会各方

面的力量，兴办妇女儿童的社会公益事业，实施好“春蕾计

划”，积极为妇女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努力

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 

（七）加强同各族各界和不同宗教信仰妇女的团结，加

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扩大妇女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

国统一和繁荣富强。 

  （八）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探索建立以妇联为核心

遍及各族各界各条战线的妇女组织网络；探索建立专职妇联

干部、团体会员、志愿者为一体的妇女干部体系，开发妇女

人力资源；加强基层妇女组织建设。 

  （九）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预算包括妇联本级预算和两家二级

预算单位。与 2017 年相比，增加（减少）0 户。纳入 2018 年部

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3 个，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铜陵市妇女联合会 群众团体 



2 铜陵市妇联事业服务中心 事业单位 

3 铜陵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事业单位 

三、2018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支持打造县区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建设市级妇女之

家和网上妇女之家 

2、实施关爱帮扶工程，建设“儿童友好家园”、培育和发展

女性社会组织等。 

3 实施妇女创业发展基金项目，打造“徽姑娘”创业品牌。 

4、实施“巾帼脱贫行动”，打造“铜陵皖嫂”枞阳家政服务

中心培训平台，开展特色种养殖等项目扶贫。 

5、持续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努力在组织动员妇女参与

铜陵经济发展中取得新业绩。 

6、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7、持续推进“巾帼关爱行动”，努力在推进落实妇女儿童

民生实事中有新作为。把握妇女儿童最紧迫的利益需求，发挥

妇联组织优势和妇女儿童公益平台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最

大限度地为妇女儿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8、持续推进“强基固本工程”，努力在提升妇联组织科学

化中有新举措。、 

9、“三八”期间，开展“妇女维权知识讲座”活动，表彰并慰

问妇女代表、职业女能手、文明家庭。六一期间开展“情系单亲



母亲，关爱特困女童”活动，走访慰问特困家庭和品学兼优的

女童。 

第二部分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8 年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 年收入总计 452.78 万元，支出总计 452.78 万元。

与 2017 年相比，收入和支出总计各减少 21.82 万元，减少

0.04%，主要原因：1、退休费减少；2、购房补贴减少；3、事业

服务中心过渡费减少。 

二、2018 年收入预算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 452.7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54.09

万元，占 78%；事业收入 98.69 万元，占 22%； 

三、2018 年支出预算情况 

本年支出合计 452.7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47.4 万元，

用于保障机构日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等；项目支出

205.38 元，用于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等。 

四、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354.09 万元，政拨款支出总

计 354.09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收入和支出总计各减少

10.52 万元，减少 0.02%，主要原因：1、退休费减少；2、购房

补贴减少； 



五、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54.09 万元。与 2017 年

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减少 10.52 万元，减少 0.02%，

主要原因：一是退休费减少。二是购房补贴减少。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服务”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 308.3 万元，

其中：“行政运行”预算 132.08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日

常支出。“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176.22 万元，主要用

于“三八”、“六一”、“巾帼建功”、“双学双比”妇委会工作经费、妇

儿工委工作经费、“两纲评估培训”贫困妇儿救助、妇女儿童事

业专项经费等。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 20.98 万

元，其中：“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预算 1.01 万元，主

要用于退休人员其他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支出 19.97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养老保险支出。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 6.84

万元，其中：“行政单位医疗”预算 6.48 万元，主要用于医疗

保障方面的支出； “其他医疗保障支出”预算 0.36 万元，主要

用于补助医疗保障方面的不足。 

（四）“住房保障支出”2018 年财政拨款预算 17.97 万元，

其中：“住房公积金”预算 11.98 万元，“提租补贴”预算 5.99 万



元，主要用于机关及所属预算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向职工

发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等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六、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90.1 万元，其中人员经

费 148.18 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支出；公用经费 93.65 万元，主要包括商品服务支出和其他资

本性支出等；其他支出 95 万元，主要包括救助、项目奖励、

扶贫等。 

七、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市妇联 2018 年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八、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市妇联 2018 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没

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市妇联 2018 年机关本级运行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 132.0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单位运行、购买货

物和服务。 

（二）政府采购情况。2018 年市妇联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市妇联各单位共有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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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 0 台（套）。 

2018 年部门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安排购置

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四）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 2018 年部门预算编制原则，我单位无绩效评价项

目。 

九、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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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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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

服务的各项资金。 



第三部分 市妇联 2018年部门预算表  

1.市妇联 2018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2.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3.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4.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5.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6. 市妇联 2018 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7．市妇联 2018 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算表 

8．市妇联 2018 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联系方式：铜陵市妇联政务公开电子邮箱：

tlsflzm@163.com。 

 

    

 

 

铜陵市妇女联合会 

201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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