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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1.负责全市各县、市、区和部局的在沪项目对接、招商

引资工作。�

2.负责承接渭南市在沪公务和商务接待工作。�

3.负责渭南市在沪的推介及宣传、招商等活动的安排。

� 4.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内设 2 个科室：办公室，业务科。

二、工作任务

对标全市招商引资目标到位资金 1500 亿元任务，厘清

思路，明确定位，努力发挥驻沪联络处平台作用。一是注重

信息收集。疫情期间，持续加强与商会、重点企业对接联络，

参加省政府驻沪办组织的进企业招商引资活动十余次，先后

参加了上海明品医学数据公司、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心、中

产集团等 20 余次企业推介会，梳理出上海君旺、上海瑞尔

等 2 家投资意向企业，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做好前期资

讯工作。参加了上海世博会、西安丝博会等活动，召开大小

宣传推介会议 5 次，及时宣传、提供渭南市招商引资政策和

项目信息，通过视频会议方式持续加强意向项目对接沟通。

二是深入实地对接。围绕长三角地区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开展精准对接，紧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城市进行项目招引。先后赴上海市城市

运行管理中心，中国航天集团第八研究院 811 所、上海华夏

源干细胞工业集团、上海中和汇供应链集团等公司开展精准

对接。三是建立融洽协作关系。新发展了上海市普陀区政府、

宝山区政府、浦东新区、临港开发区等多个党政部门的合作

关系。及时了解上海经济动态，掌握政务、商贸、投资等方

面信息，联络感情，争取支持，为我市在上海开展政务活动

交流，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全年政务保障四次，对接帮助

市县和部门来沪人员 20 余人。四是多方联络家乡感情。积

极与在沪渭南籍人员联络沟通，交流感情，共话渭南发展。

联络党委、政府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卫生、教育方面的专家

学者，机场、政法等部门的骨干力量，还有一些富有成就的

企业家等群体，共计 30 余人。五是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重点解决在沪渭南乡党的生活困难，开通了救助咨询热线，

共接听救助咨询电话 60 余起，通过答疑解决咨询政策问题

20 余起，通过疏导解决情绪问题 15 余起，对临渭区籍杨某

某、华阴籍史某等人的物资困难求助，第一时间协调各方，

送去了蔬菜、面粉等生活物资。疫情期间共救助 20 余人，

救助物资近十万元。印发了《致上海渭南乡党的一封信》，

倡议在沪乡党积极配合做好上海疫情防控工作，乡党们建立

了互助群，更多的有时间进行交流，互通有无，互帮互助，

进一步加深了乡党情，提升了凝聚力，提高了归属感，为做



为一名渭南人而感到骄傲。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4 人，其中行政编制 4 人、

事业编制 0 人；实有人员 4 人，其中行政 4 人、事业 0 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

位预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78.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78.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

较上年增加 0 万元；本单位当年预算支出 78.4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8.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78.4 万元，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78.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较上年

增加 0 万元；本单位当年预算支出 78.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支出 78.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

较上年增加 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8.4 万元，较上年

增加 0 万元，无变化。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4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0301）22.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

元，无变化；

（2）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2010399）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无变化。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本部

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4 万元，其中：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78.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

无变化。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本部



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4 万元，其中：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78.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无变化。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2 万

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公务接待费费 12.9 万元，

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1 万元，

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

增加 0 万元（0%）。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

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0%）。

会议费培训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会议/培训名称 时间 人数 金额 备注

1 无 0 人 0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示例：截止上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单价 20 万

元以上的设备 2 台（套）。当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2 辆；

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2 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示例：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78.4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万

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

绩效目标表）。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对公用经费安排情况予以说明，并说明增减变化情况

及原因。）

示例：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22.4 万元，较上

年增加 0 万元。

十、专业名词解释

（公用经费为必须解释的专业名词，其他专业名词解释

可由单位根据内容业务内容等自行选择。）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

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

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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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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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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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2022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核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报表 是否空表 公开空表理由

表1 否

表2 否

表3 否

表4 否

表5 是 本单位不涉及，并按要求公开空表

表6 否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目录

报表名称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表1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78.40 22.40 56.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8.40 22.40 56.0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78.40 22.40 56.00

2010301 行政运行 22.40 22.40

2010399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56.00 56.00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表2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
支出

备注

合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

78.40 22.40 56.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78.40 22.40 56.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40 2.40 2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50 0.5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0 0.40 2.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0 0.60 3.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20 0.2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00 4.20 4.8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90 12.00 0.9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10 2.10 17.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30 8.30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表3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2.40 22.4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40 22.40

20103 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22.40 22.40

2010301 行政运行 22.40 22.40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表4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
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40 22.4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40 22.4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0 2.4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50 0.5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40 0.4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60 0.6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20 0.2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0 4.2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00 12.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0 2.10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表5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预算单位：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收                   入 支                        出



表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560,000.00 

899 其他预算单位 560,000.00 

　　899002 渭南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560,000.00 

　　　　　　　   招商引资项目 560,000.00 负责我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宣传，项目的联络、推介、洽谈及协调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