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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主要職能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是中共上海市委主管全市統一戰線工作的職能部門。 

主要職能包括： 

1.貫徹落實加強黨對統一戰線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要求，發揮市委在統戰工作方面的參謀機構、組織協調

機構、具體執行機構、督促檢機構作用，瞭解情況、掌握政策、協調關係、安排人事、增進共識、加強團

結，協調統一戰線各方面關係，組織落實黨中央和市委關於統戰線工作重大決策部署，鞏固壯大最廣泛的

統一戰線。 

2.擬訂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論、政策和地方性法規草案並推動落實，深入調查研究，及時向市委報告統一戰

線工作情況並提出建議，統籌導協調各區、各部門、各單位統一戰線工作。 

3.負責發現、培養黨外代表人士，負責黨外人士的政治安排，會同有關部門做好安排黨外人士擔任政府和

司法機關等領導職務的工作，助民主黨派市委做好幹部管理工作，反映和協調解決黨外代表人士工作生活

中的實際困難。 



4.貫徹落實黨的宣傳工作方針，統籌推進統一戰線宣傳工作，擬訂統一戰線宣傳工作政策和規劃並組織實

施，研判涉及統一戰線的輿情協調有關部門應對處置。 

5.負責聯繫各民主黨派，通報情況、反映意見，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

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支持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支持民主黨派履行職責、發揮作用。 

6.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針政策，擬訂民族宗教 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協調處理民族宗教工作中

的重大問題，聯繫少數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會同有關部門做好少數民族幹部培養、舉薦工作，領導上海

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局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務。分析和研究全涉藏、涉疆有關情況，協調有關部門和區做好

涉藏、涉疆工作。 

7.負責聯繫、培養無黨派代表人士，支持、幫助無黨派 人士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作用。調查研究黨外知識

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留生情況並提出政策建議，聯繫、培養黨外知識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留學生

代表人士，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導黨政機關、高等學校、科院所、國有企業等有關單位和社會組織開展

黨外知識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留學生統戰工作。 

8.參與制定、推動落實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調查研究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情況並提

出政策建議，瞭解和反映非公制經濟人士的意見，團結、服務、引導、教育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促進非

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9.統一領導海外統戰工作，牽頭開展港澳統戰工作，開展對台統戰工作。擬訂海外統戰工作政策和規劃並

組織協調、督促檢查落實，會有關部門對香港、澳門地區統一戰線工作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聯

繫香港、澳門、臺灣有關黨派、團體及代表人士，聯繫海外重社團及僑胞代表人士，做好臺胞、臺屬有關

工作。負責統一戰線外事管理工作。 

10.統一管理僑務工作，貫徹落實黨的僑務工作方針政策，擬訂僑務工作政策和規劃，研究起草地方性法規

草案並指導推動貫徹落實，查研究國內外僑情和僑務工作情況，管理僑務行政事務，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和

社會團體涉僑工作，聯繫本市歸僑僑眷代表人士，指導推動僑宣傳、文化交流、華文教育工作等，保護華

僑和歸僑僑眷在國內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11.協助管理區委統戰部部長。統一領導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局。受市委委託，領導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指導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工作。做好統一戰線有關單位

和團體的管理工作。 

12.完成市委交辦的其他任務。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機構設置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門預算是包括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本部以及下屬 3 家預算單位的綜合收支計畫。本

部門中，行政單位 1 家， 

事業單位 3 家,具體包括： 

　1.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 

　2.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3.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4.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名詞解釋 

（一）基本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保障其機構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而

編制的年度基本支出劃，包括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兩部分。 

（二）專案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完成行政工作任務、事業發展目標或政府發

展戰略、特定目標，基本支出之外編制的年度支出計畫。 

（三）“三公”經費：是與市級財政有經費領撥關係的部門及其下屬預算單位使用市級財政撥款安排的因公出

國（境）費、公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國（境）費主要安排機關及下屬預算單位

人員的國際合作交流、重大項目洽談、外培訓研修等的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

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公務接待費主要安排全國性專業會議國家重大政策調研、專項檢查以及外事團組



接待交流等執行公務或開展業務所需住宿費、交通費、伙食費等支出；公務用車購置運行費主要安排編制

內公務車輛的報廢更新，以及用於安排市內因公出差、公務檔交換、日常工作開展等所需公務用車燃料費

維修費、過路過橋費、保險費等支出。 

（四）機關運行經費：指行政單位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使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安排的基本

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經支出。 

 

2020 年部門預算編制說明 

2020 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預算支出總額為 12,562 萬元，其中：財政撥款支出預算 12,52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527 萬元。財政撥款支出預算中，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支出預算 12,52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

少 527 萬元；財政撥款支出主要內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科目 10,124 萬元，主要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等基本支出，統戰宣傳工作經費等

專案支出。 

2.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科目 1,154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等支出。 

3. “衛生健康支出”科目 340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 904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住房公積金等支出。 

 

2020 年部門財務收支預算總表 

部門預算 01 表 

圖片: 1\0007.jpg 



 
 

2020 年部門收入預算總表 

2020 年部門收入預算總表 

部門預算 02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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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支出預算總表 

部門預算 03 表 

2020 年部門支出預算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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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支出預算分單位明細表 

部門預算 04 表 

2020 年部門支出預算分單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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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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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1\0013.jpg 



 
 

2020 年部門財政撥款支出預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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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財政撥款支出預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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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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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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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部門預算 08 表 

2020 年部門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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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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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門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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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三公”經費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表 

部門預算 10 表 

部門“三公”經費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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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情況說明 

一、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說明 

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 408.1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42.8 萬元。其中： 

（一）因公出國（境）費 266.5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62.1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三）公務接待費 79.5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42.8 萬元，主要原因是機構改革職能合併，公務接待

相應減少。 

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 

2020 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下屬 1 家機關財政撥款的機關運行經費預算為 914.40 萬元。 

三、政府採購預算情況 

2020 年本部門政府採購預算 799.5 萬元，其中：政府採購服務預算 799.5 萬元。2020 年本部門面向中小企

業預留政府採購專案預算金額 799.5 萬元，其中，預留給小型和微型企業的政府採購專案預算為 799.5 萬

元。 



四、預算績效情況 

按照本市預算績效管理工作的總體要求，本部門 4 個預算單位開展了 2020 年專案預算績效目標編報工作，

編報績效目標的專案 27 個，涉及專案預算資金 3653.36 萬元。 

 

黨外人才服務專案經費情況說明 

一、項目概述 

根據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職能及 2020 年度專題會議紀要。本部門立項：黨外代表人士體檢服務、主旋律

精品文化演出票推送、黨外代表人士理論書籍推送。向知聯會、海聯會、新聯會等統戰社團黨外代表人士

提高文化素養專項服務，預計全年服務 1516 人次。 

 

二、立項依據 

按照滬編【2015】581 號《關於同意調整上海市委統戰部所屬部分實業單位機構編制的批復》以及實際工

作需要。 

 

三、實施主體 

上海市同舟中心服務中心黨外人才服務部 

 

四、實施方案 

全部申請市級財政預算資金，2020 預算總額為 75 萬元。預計全年服務 1516 次。 

 

五、實施週期 

全年安排兩次體檢，提高文化素養及書籍推送活動按各季度均勻推送。 

 

六、年度預算安排 



全年預算 75 萬元，主要用於：體檢、提高文化素養專項活動和黨外人士書籍推送活動，服務物件主要為

新聯會、海聯會、知聯會及黨派成員。 

 

七、績效目標 

產出目標：黨外代表人士體檢費按標準 2500 元/人次，共服務 100 人次 

提高文化素養專項 500 元/人次，共服務 583 次 

黨外人士書籍推送 300 元/人才，共服務 600 次 

效果目標：爭取在預算執行效果目標，服務物件及領導的滿意度 90% 

影響力目標：2020 年預算申請中，政策力度保證下，資金保障支持力度、實際政策支援力度 100%的情況

下，根據以往的經驗影響力目標為 85%。 

 

上海市財政支出專案績效目標 

圖片: 1\0025.jpg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主要職能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是中共上海市委主管全市統一戰線工作的職能部門。 

主要職能包括： 

1.貫徹落實加強黨對統一戰線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要求，發揮市委在統戰工作方面的參謀機構、組織協調

機構、具體執行機構、促檢查機構作用，瞭解情況、掌握政策、協調關係、安排人事、增進共識、加強團

結，協調統一戰線各方面關係，組織落實黨中央市委關於統一戰線工作重大決策部署，鞏固壯大最廣泛的

統一戰線。 

2.擬訂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論、政策和地方性法規草案並推動落實，深入調查研究，及時向市委報告統一戰

線工作情況並提出建，統籌指導協調各區、各部門、各單位統一戰線工作。 

3.負責發現、培養黨外代表人士，負責黨外人士的政治安排，會同有關部門做好安排黨外人士擔任政府和



司法機關等領導職務的作，協助民主黨派市委做好幹部管理工作，反映和協調解決黨外代表人士工作生活

中的實際困難。 

4.貫徹落實黨的宣傳工作方針，統籌推進統一戰線宣傳工作，擬訂統一戰線宣傳工作政策和規劃並組織實

施，研判涉及統一戰線輿情並協調有關部門應對處置。 

5.負責聯繫各民主黨派，通報情況、反映意見，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

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支持、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支持民主黨派履行職責、發揮作用。 

6.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針政策，擬訂民族宗教 工作的政策和重大措施，協調處理民族宗教工作中

的重大問題，聯繫少數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會同有關部門做好少數民族幹部培養、舉薦工作，領導上海

市民族和宗教事務局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務。分和研究全市涉藏、涉疆有關情況，協調有關部門和區做好

涉藏、涉疆工作。 

7.負責聯繫、培養無黨派代表人士，支持、幫助無黨派 人士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作用。調查研究黨外知識

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留學生情況並提出政策建議，聯繫、培養黨外知識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留學生

代表人士，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導黨政機關、等學校、科研院所、國有企業等有關單位和社會組織開展

黨外知識份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留學生統戰工作。 

8.參與制定、推動落實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調查研究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情況並提

出政策建議，瞭解和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意見，團結、服務、引導、教育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促進非

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9.統一領導海外統戰工作，牽頭開展港澳統戰工作，開展對台統戰工作。擬訂海外統戰工作政策和規劃並

組織協調、督促檢查落，會同有關部門對香港、澳門地區統一戰線工作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聯

繫香港、澳門、臺灣有關黨派、團體及代表人，聯繫海外重點社團及僑胞代表人士，做好臺胞、臺屬有關

工作。負責統一戰線外事管理工作。 

10.統一管理僑務工作，貫徹落實黨的僑務工作方針政策，擬訂僑務工作政策和規劃，研究起草地方性法規

草案並指導推動貫徹落，調查研究國內外僑情和僑務工作情況，管理僑務行政事務，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和



社會團體涉僑工作，聯繫本市歸僑僑眷代表人，指導推動涉僑宣傳、文化交流、華文教育工作等，保護華

僑和歸僑僑眷在國內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機構設置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設 16 個內設機構，包括：辦公室、研究室、幹部處、黨外幹部

工作處、民主黨派工作處、民族宗教工作處（西藏新疆工作處）、港澳臺工作處、非公有制經濟工作處、

無黨派人士和黨外知識份子工作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處、僑務綜合處、僑務事務處、宣傳處、協調

處、老幹部處、直屬機關黨委。 

 

名詞解釋 

（一）基本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保障其機構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而

編制的年度基本支計畫，包括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兩部分。 

（二）專案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完成行政工作任務、事業發展目標或政府發

展戰略、特定目，在基本支出之外編制的年度支出計畫。 

（三）“三公”經費：是與市級財政有經費領撥關係的部門及其下屬預算單位使用市級財政撥款安排的因公出

國（境）費、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國（境）費主要安排機關及下屬預算單位

人員的國際合作交流、重大項目談、境外培訓研修等的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

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公務接待費主要安排全國專業會議、國家重大政策調研、專項檢查以及外事團組

接待交流等執行公務或開展業務所需住宿費、交通費、伙食費等支；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主要安排編制

內公務車輛的報廢更新，以及用於安排市內因公出差、公務檔交換、日常工作開展所需公務用車燃料費、

維修費、過路過橋費、保險費等支出。 

（四）機關運行經費：指行政單位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使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安排的基本



支出中的日常公用費支出。 

 

2020 年單位預算編制說明 

2020 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預算支出總額為 7,501 萬元，其中：財政撥款支出預算

7,481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563 萬元。財政撥款支出預算中，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支出預算 7,481 萬元，

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563 萬元；政府性基金撥款支出預算 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財政撥款支出主要

內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科目 5,501 萬元，主要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等基本支出，統戰宣傳工作經費等

專案支出。 

2.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科目 898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等支出。 

3. “衛生健康支出”科目 247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 835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2020 年預算單位財務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2\0005.jpg 

單位預算 01 表 



 

圖片: 2\0006.jpg 

圖片: 2\0007.jpg 

 

單位預算 02 表 

 



 



2020 年預算單位支出預算總表 

圖片: 2\0008.jpg 

圖片: 2\0009.jpg 

 

單位預算 03 表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2\0010.jpg 

 

單位預算 04 表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 

圖片: 2\0011.jpg 

圖片: 2\0012.jpg 

 

單位預算 05 表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2\0013.jpg 

圖片: 2\0014.jpg 

 

單位預算 06 表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單位：元 



 
 

2020 年預算單位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2\0015.jpg 

 

單位預算 07 表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圖片: 2\0016.jpg 

圖片: 2\0017.jpg 

圖片: 2\0018.jpg 

 

單位預算 08 表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專案支出預算表 

單位預算 09 表 

圖片: 2\0019.jpg 

圖片: 2\0020.jpg 

 

編制單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 



 

 
 
 



其他相關情況說明 

一、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說明 

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 398.0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43.3 萬元。其中： 

（一）因公出國（境）費 266.50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52.50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 

（三）公務接待費 79.0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43.3 萬元，主要原因是機構改革職能合併，公務接待

相應減少。 

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 

2020 年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單位）財政撥款的機關運行費為 914.40 萬元。 

三、政府採購預算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政府採購預算 31.50 萬元，其中：政府採購服務預算 31.50 萬元。 

四、預算績效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編報績效目標的專案共 11 個，涉及專案預算資金 1676.01 萬元。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主要職能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直屬全額財政撥款的公益一類事業單位。 

主要職能包括： 

1.統戰系統資訊化建設和網路管理。承擔統戰系統電腦網路管理、維護、保養，承擔統戰系統資訊化建設

等工作。 

2.網路統戰工作職能。網路統戰工作是新形勢下統一戰線服務中心大局、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陣地，

將互聯網、微信和統工作有機結合，提升統戰工作效能，擴大統一戰線影響力、包容性和團結面。 



3.統戰部綜合樓及民主黨派大廈物業運轉職能。 

4.統戰系統老幹部服務職能。將統戰系統老幹部凝聚在一起，做好統戰系統老幹部服務工作，發揮老一輩

的號召作用。 

5.統戰史（民主黨派歷史研究）職能。研究統一戰線歷史上重要的人、事件、地點和上海統一戰線圍繞中

心、服務大局的重要實，建立資料庫，為統戰工作做貢獻。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機構設置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內設四個機構，分別是綜合辦公室、老幹部服務部、資訊網路服務部、

民主黨派歷史研究部。 

 

名詞解釋 

（一）基本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保障其機構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而

編制的年度基本支計畫，包括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兩部分。 

（二）專案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完成行政工作任務、事業發展目標或政府發

展戰略、特定目，在基本支出之外編制的年度支出計畫。 

（三）“三公”經費：是與市級財政有經費領撥關係的部門及其下屬預算單位使用市級財政撥款安排的因公出

國（境）費、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國（境）費主要安排機關及下屬預算單位

人員的國際合作交流、重大項目談、境外培訓研修等的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

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公務接待費主要安排全國專業會議、國家重大政策調研、專項檢查以及外事團組

接待交流等執行公務或開展業務所需住宿費、交通費、伙食費等支；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主要安排編制

內公務車輛的報廢更新，以及用於安排市內因公出差、公務檔交換、日常工作開展所需公務用車燃料費、

維修費、過路過橋費、保險費等支出。 



（四）機關運行經費：指行政單位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使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安排的基本

支出中的日常公用費支出。 

 

2020 年單位預算編制說明 

2020 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預算支出總額為 3336 萬元，其中：財政撥款支出預算 3336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 109 萬元。財政撥款支出預算中，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支出預算 3336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增加 109 萬元；政府性基金撥款支出預算 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財政撥款支出主要內

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科目 3185 萬元，主要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等基本支出，網路統戰業務經

費等專案支出。 

　2.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科目 90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等支出。 

　3. “衛生健康支出”科目 35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 26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住房公積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0 年預算單位財務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3\0005.jpg 

 

單位預算 01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收入預算總表 

圖片: 3\0006.jpg 

 

單位預算 02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支出預算總表 

圖片: 3\0007.jpg 

圖片: 3\0008.jpg 

 

單位預算 03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3\0009.jpg 

 

單位預算 04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 

圖片: 3\0010.jpg 

圖片: 3\0011.jpg 

 

單位預算 05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3\0012.jpg 

圖片: 3\0013.jpg 

 

單位預算 06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3\0014.jpg 

 

單位預算 07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圖片: 3\0015.jpg 

圖片: 3\0016.jpg 

圖片: 3\0017.jpg 

 

單位預算 08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專案支出預算表 

圖片: 3\0018.jpg 

圖片: 3\0019.jpg 

 

單位預算 09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單位“三公”經費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表 

圖片: 3\0020.jpg 

 

單位預算 10 表 

編制單位：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事業管理中心 



 

其他相關情況說明 

一、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說明 

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 3.2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國（境）費 0.0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3.2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三）公務接待費 0.0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 

本單位無機關運行費。 

三、政府採購預算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政府採購預算 762.5 萬元，其中：政府採購服務預算 762.5 萬元。 

四、預算績效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編報績效目標的專案共 11 個，涉及專案預算資金 1574.03 萬元。 

 
 

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主要職能 

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經市編委批准（滬編【2015】581 號《關於同意調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所屬部分事

業單位機構編制的批復》，由上海市民主黨派大廈中心更名設立。 

主要職能包括： 

主要承擔市委統戰部機關有關處室統戰對象的聯絡接待、黨外人士專題培訓班組織聯絡、統戰系統相關社

團的聯絡服務、配合統戰部開展全國的市級黨外代表人士掛職鍛煉等職責。 

 

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機構設置 

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以處級單位設置內部機構，在服務中心主任室下設立三部一室，包括：綜合辦公室、

黨外人士培訓部、黨外人才服務部、統戰社團服務部。 

 

名詞解釋 

（一）基本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保障其機構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而

編制的年度基本支計畫，包括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兩部分。 

（二）專案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完成行政工作任務、事業發展目標或政府發

展戰略、特定目，在基本支出之外編制的年度支出計畫。 

（三）“三公”經費：是與市級財政有經費領撥關係的部門及其下屬預算單位使用市級財政撥款安排的因公出

國（境）費、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國（境）費主要安排機關及下屬預算單位

人員的國際合作交流、重大項目談、境外培訓研修等的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



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公務接待費主要安排全國專業會議、國家重大政策調研、專項檢查以及外事團組

接待交流等執行公務或開展業務所需住宿費、交通費、伙食費等支；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主要安排編制

內公務車輛的報廢更新，以及用於安排市內因公出差、公務檔交換、日常工作開展所需公務用車燃料費、

維修費、過路過橋費、保險費等支出。 

（四）機關運行經費：指行政單位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使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安排的基本

支出中的日常公用費支出。 

 

2020 年單位預算編制說明 

2020 年，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預算支出總額為 1,072 萬元，其中：財政撥款支出預算 1,07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少 122 萬元。財政撥款支出預算中，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支出預算 1,07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減

少 122 萬元；政府性基金撥款支出預算 0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財政撥款支出主要內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科目 906 萬元，主要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等基本支出，黨外人才專項培訓等專

案支出。 

2.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科目 105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基本養老金保險繳費等支出。 

3. “衛生健康支出”科目 35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 26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住房公積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0 年預算單位財務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4\0005.jpg 

單位預算 01 表 



 
 

2020 年預算單位收入預算總表 

圖片: 4\0006.jpg 

圖片: 4\0007.jpg 

 

單位預算 02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單位：元 

 



 

 
 



2020 年預算單位支出預算總表 

圖片: 4\0008.jpg 

圖片: 4\0009.jpg 

 

單位預算 03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單位：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4\0010.jpg 

 

單位預算 04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單位：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 

圖片: 4\0011.jpg 

圖片: 4\0012.jpg 

 

單位預算 05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4\0013.jpg 

圖片: 4\0014.jpg 

 

單位預算 06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4\0015.jpg 

 

單位預算 07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專案 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圖片: 4\0016.jpg 

圖片: 4\0017.jpg 

 

單位預算 08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專案支出預算表 

圖片: 4\0018.jpg 

圖片: 4\0019.jpg 

 

單位預算 09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單位“三公”經費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表 

圖片: 4\0020.jpg 

 

單位預算 10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同舟服務中心 

其他相關情況說明 

一、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說明 

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 3.2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國（境）費 0.00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3.2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 

（三）公務接待費 0.00 萬元。與 2019 年預算持平 

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 

本單位無機關運行費。 

三、政府採購預算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政府採購預算 2.3 萬元，其中：政府採購服務預算 2.3 萬元。 

四、預算績效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編報績效目標的專案共 4 個，涉及專案預算資金 359.49 萬元。 

 
 

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主要職能 

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是市統戰部直屬的全額撥款事業單位。 

主要職能包括：承擔華僑回國來滬定居事務受理，為華僑華人及歸僑僑眷提供法律援助、僑務政策諮詢、



身份認定、就業創業扶持、資訊服務等公益服務職責。 

 

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機構設置 

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單位設三個內設機構，包括：行政人事部、事務受理部、資訊聯絡部。 

 

名詞解釋 

（一）基本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保障其機構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而

編制的年度基本支計畫，包括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兩部分。 

（二）專案支出預算：是市級預算主管部門及所屬預算單位為完成行政工作任務、事業發展目標或政府發

展戰略、特定目，在基本支出之外編制的年度支出計畫。 

（三）“三公”經費：是與市級財政有經費領撥關係的部門及其下屬預算單位使用市級財政撥款安排的因公出

國（境）費、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其中：因公出國（境）費主要安排機關及下屬預算單位

人員的國際合作交流、重大項目談、境外培訓研修等的國際旅費、國外城市間交通費、住宿費、伙食費、

培訓費、公雜費等支出；公務接待費主要安排全國專業會議、國家重大政策調研、專項檢查以及外事團組

接待交流等執行公務或開展業務所需住宿費、交通費、伙食費等支；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主要安排編制

內公務車輛的報廢更新，以及用於安排市內因公出差、公務檔交換、日常工作開展所需公務用車燃料費、

維修費、過路過橋費、保險費等支出。 

（四）機關運行經費：指行政單位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使用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安排的基本

支出中的日常公用費支出。 

 

2020 年單位預算編制說明 

2020 年，中心預算支出總額為 653 萬元，其中：財政撥款支出預算 633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 49 萬

元。財政撥款支出預算中，一般公共預算撥款支出預算 633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 49 萬元。財政撥款



支出主要內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科目 534 萬元，主要用於人員經費、公用經費等基本支出，歸僑僑眷聯誼等為僑服

務專案支出。 

2、“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 科目 61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養老保險繳費支出。 

3、“衛生健康支出”科目 22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醫療保險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 16 萬元，主要用於繳納在職人員住房公積金等支出。" 

 

2020 年預算單位財務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5\0005.jpg 

 

單位預算 01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收入預算總表 

圖片: 5\0006.jpg 

單位預算 02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支出預算總表 

圖片: 5\0007.jpg 

圖片: 5\0008.jpg 

 



單位預算 03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收支預算總表 

圖片: 5\0009.jpg 

 

單位預算 04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 

圖片: 5\0010.jpg 

圖片: 5\0011.jpg 

 

單位預算 05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5\0012.jpg 

圖片: 5\0013.jpg 

 

單位預算 06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功能分類預算表 

圖片: 5\0014.jpg 

 

單位預算 07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一般公共預算基本支出部門預算經濟分類預算表 

圖片: 5\0015.jpg 

圖片: 5\0016.jpg 

 

單位預算 08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2020 年預算單位財政撥款專案支出預算表 

圖片: 5\0017.jpg 

 

單位預算 09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單位“三公”經費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表 

圖片: 5\0018.jpg 

 

單位預算 10 表 

編制單位：上海市華僑事務中心 



 

其他相關情況說明 

一、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說明 

2020 年“三公”經費預算數為 3.7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 0.5 萬元。其中： 

（一）因公出國（境）費 0.00 萬元。 

（二）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 3.2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持平。 

（三）公務接待費 0.5 萬元。比 2019 年預算增加 0.5 萬元。 

二、機關運行經費預算 

本單位無機關運行費。 

三、政府採購預算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政府採購預算 3.2 萬元，其中：政府採購服務預算 3.2 萬元。 

四、預算績效情況 



2020 年度，本單位編報績效目標的專案共 1 個，涉及專案預算資金 43.83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