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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拟订全县有关民族、宗教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并监督实施；

开展民族、宗教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

（2）协调全县民族关系，推动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处理涉及

民族关系的有关事宜；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流动穆斯

林宗教服务管理工作；做好涉疆服务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民族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承办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

（3）负责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工作相关职责，促进民族政策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领域实施、衔接；负责开展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统计分析和统计监测的有关工作，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和民族事务管理

信息化建设。

（4）协同有关部门研究拟订全县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扶贫工作；参与有关少数民族发

展资金管理分配工作。

（5）协调有关部门促进民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

事业的发展。

（6）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

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

宗教活动，对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进行审核；办理宗教团体需

由政府解决或协调的各项事务。

（7）依法管理全市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引导宗教界在法

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配合有关部门防范和制止利用宗教进行非法、

违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联系、培养宗教界人士，指

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工作、加强自身建设；指导基层宗教事务部门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组织实施宗教行政执法工作。

（8）负责宗教方面的外事归口管理工作，指导有关部门和宗教界开

展对外以及对港、澳、台地区的宗教交往活动，参与涉及民族和宗教对外



宣传工作，负责全县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工作。

（9） 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全县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

（10）分析和研判涉及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稳定等方面的舆情。

（11）指导全县民族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协助各地政府及时处理民

族宗教方面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12）负责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和出版等工作。

（12）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本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机构设置

纳入 2021 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为民宗局机关本级。内设办

公室、民族科、宗教科。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部门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共有编制为 7名，其中行政编制 6人，工

勤编制 1 名。实有人员 6人，其中在职人员 6人，离退休人员 4 人。

三、2021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2021 预算年度本部门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维护全县民族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

1、加强新型冠准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2、全面深入持久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3、加强民族宗教领域综和平安建设工作。

4、落实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工作责任。

5、加强民族宗教网络舆情监管和互联网宗教管理。

(二)推进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加强政策法规宣传教育。

2、推进依法行政。

(三)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1、积极申请并下达中央及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做好少数民族乡（镇）统计数据汇总上报工作。

3、完善民品生产贷款贴息政策。

4、做好民族教育文化卫生等工作。

(四)提升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水平



1、依法加强清真食品管理

2、完善涉疆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管理工作。

(五)切实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题

1、巩固深化宗教工作督查整改成果。

2、加强佛道教商业化治理。

3、深化伊斯兰和“三化”治理 。

4、民间信仰工作。

（六）探索推进宗教中国化有效途径。

1、广泛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

2、加强宗教思想建设。

3、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

（七）高质量加强机关党的

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机关本级预算。

一、部门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本部门 2021 年收入总计 1331085 元，其中：财政拔款 811085 元，纳

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0 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

和彩票发行费 0 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0 元，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20000 元，公共财政结转资金 0 元，政府性基金结转 0元，特设代管户资

金 0元，收回的存量资金安排 0元，其他收入 0 元；支出总计 1331085 元。

二、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当年收支预算总计 1331085 元，较 2020 年当年收支预

算总计 847643 元增加 483442 元，增加 36.3%.收支增加的原因主要是 2021

年预算增加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641085 元，其中，工资福利支



出 477277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208 元，商品服务支出 152600

元。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0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元（公车购置费 0 万元，公车

运行费 0 元）。2021 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与 2020 年持平。

五、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1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0 元。

六、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2020 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

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车辆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等。

七、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没有参与项目绩效。

少数民族阿訇生活费。全面深入持久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

文化观、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学习，围绕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生，

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

的开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三、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是指部门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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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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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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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附件：2021 年度部门预算表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1 表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合 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
管理的行
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
没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的教
育收费和
彩票发行

费

政府性基
金收入

提前告知
专项转移
支付(指
标)

公共
财政
结余
结转
资金

政府
性基
金结
转资
金

零余
额账
户结
转

收回
的存
量资
金安
排

其他
各项
收入

一、财政拨款 811,085一、基本支出 641,085 641,085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没收入

1、工资福利支
出 477,277 477,277

三、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和
彩票发行费

2、商品和服务
支出 152,600 152,600

四、政府性基金收入

3、对个人和家
庭的
补助 11,208 11,208

五、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指
标) 520,000二、项目支出 690,000 170,000 520,000

六、公共财政结余结转资金

1、生产建设和
事业
发展专项

七、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 2、工资福利性

八、零余额账户结转
3、商品和服务
性 690,000 170,000 520,000

九、收回的存量资金安排
4、其他专项支
出

十、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331,085本年支出合计1,331,085 811,085 520,000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预算 02 表

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名称)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
管理的行
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
没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的教
育收费和
彩票发行

费

政府性基
金收入

提前告知
专项转移
支付(指
标)

公共财
政结余
结转资
金

政府性
基金结
转资金

零余额
账户结
转

收回的
存量资
金安排

其他各
项收入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331,085 811,085 520,000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1,331,085 811,085 520,000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1,331,085 811,085 520,000

201 23 01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行政运行 519,189 519,189

201 34 04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宗教事务 170,000 170,000

208 05 05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 54,830 54,830

208 08 01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死亡抚恤 11,208 11,208

210 11 01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行政单位医疗 21,590 21,590

213 05 99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其他扶贫支出 520,000 520,000

221 02 01
睢县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住房公积金 34,268 34,268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3 表

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名称)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

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1,331,085 641,085 477,277 152,600 11,208 690,000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4 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总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
金财政拨

款

缴入预算管
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
罚没收入

财政拨款 811085一、一般公共服务 689189 689189

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二、外交

政府性基金 三、国防

四、公共安全

五、教育

六、科学技术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66038 66038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医疗卫生 21590 21590

十一、节能环保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

十三、农林水事务

十四、交通运输

十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
等事务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国土海洋气象等支
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34268 34268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

收入合计 1331085 支出合计 811085 811085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5 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

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商品和服务

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1,331,085 641,085 477,277 152,600 11,208 690,000

123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1,331,085 641,085 477,277 152,600 11,208 690,000

201 23 01 行政运行 519,189 519,189 366,589 152,600 0 0

201 34 04 宗教事务 170,000 0 0 0 0 170,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4,830 54,830 54,830 0 0 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11,208 11,208 0 0 11,208 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1,590 21,590 21,590 0 0 0

213 05 99 其他扶贫支出 520,000 0 0 0 0 5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4,268 34,268 34,268 0 0 0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6 表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经济分类

科目名称 总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罚没收入
类 款

** ** ** 1 2 3

641,085 641,085 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477,277 477,277 0

01 基本工资 279,828 279,828 0

02 津贴补贴 62,856 62,856 0

03 奖金 20,819 20,819 0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4,830 54,830 0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1,590 21,590 0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086 3,086 0

13 住房公积金 34,268 34,268 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2,600 152,600 0

01 办公费 87,000 87,000 0

02 印刷费 20,000 20,000 0

39 其他交通费用 45,600 45,600 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208 11,208 0

04 抚恤金 11,208 11,208 0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7 表

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

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

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0 0 0 0 0 0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8 表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预算数

共 计
总计

1、因公出国(境)费用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2、公务接待费

3、公务用车费
3、公务用车费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公务车购置 （2）公务车购置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公开 09 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

和经济发

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睢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二）人员构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