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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机关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监督、检查全州公安工作及公安队

伍建设。

2、分析、研究全州的社会治安状况，提出全州公安工作的决策意见。

3、组织、指导全州公安机关开展对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案件的侦察、调查和情报信息工作，

侦办重大案件；指导、监督、处置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组织、指导、协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打击工

作。

4、负责治安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全州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治安行政管理工作，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行为，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处置重大治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

5、组织、指导全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案件、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直接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组织、

指导全州公安刑事技术侦查工作，承担开展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和技术侦察的职责。

6、组织全州开展禁毒工作，组织、指导、监督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和吸毒人员的管理，侦破大要毒品



案件；指导、监督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安全管理及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

7、指导、监督全州公安机关开展信息网络安全保卫、信息通信建设和管理工作。

8、指导、监督全州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工作；指导、监督全州公安机关对看守所、拘留所、

强制戒毒所的管理工作。

9、负责出入境管理有关工作。组织、指导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在我州境内居留、旅游的有关管理工作。

10、督促、协调泉州公安机关办理信访案件；负责承办上级和领导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及非正常上访问

题的处理。

11、承担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总要会议、重大集会的安全警卫工作。

12、指导、监督全州公安机关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工作。

13、直到全州公安机关队伍建设工作；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负责组织、指导公安机关督查工作；按规

定权限实施对民警的监督；查处或督办全州公安队伍中发生的重大违纪案件；负责组织、监督公安机关开展

各类财务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工作。

14、负责全州公安机关装备（被装）、业务经费等警务保障工作；全州公安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工作。



15、负责管理、指导全州公安消防、武警部队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16、承办州委、州政府和省公安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一）内设机构

临夏州公安局设 22 个职能科（室）：政治部、指挥中心、警务督察支队、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治安警

察支队、刑事警察支队、经济犯罪侦察支队、技术侦察支队、法制支队、禁毒支队、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出

入境管理处、警务保障处、临夏州强制隔离戒毒所、监所管理科、信访室、情报中心、警卫处、州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交通管理处、特警支队、森林分局。

（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临夏州公安局下属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包括：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

（三）其他事业单位

临夏州公安局下属 1 个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包括：临夏州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勤保障中心。

第二部分 2022 年机关预算表格











































第三部分 机关预算情况说明

一、机关预算总体说明

2022 年预算收入 77255127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9.7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7255127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元，上年结转 0 元。预算支出 77255127 元，相应比上

年预算数增长 9.79%。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预算增加；2、取暖费、

年终奖预算标准提高；3、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增加。

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为：

公共安全支出 66829985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6.1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658804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35.71%。

卫生健康支出 2766338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57.63%。



支出按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工资福利支出 62511934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9724183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469010 元，资

本性支出 550000 元。

支出按对应的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62511934 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9724183 元，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50000

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0 元，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469010 元。

二、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公安安全支出（类）公安（款）强制隔离戒毒（款）2022 年预算支出 66829985 元，比上

年预算数增长 6.14%。其中：

行政运行（项）2022 年预算支出 63279985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45.87%。

机关服务（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20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300%。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项）2022 年预算支出 235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0.16%。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

助（款）2022 年预算支出 7658804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4.04%。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预算支出 6656587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40.42%。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支出 91901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0.9%。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83207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00%。

（三）卫生健康支出（类）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款）2022 年预算支出 2766338 元，

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57.63%。其中：

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2766338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57.63%。

三、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72705127 元，其中：人员经费 63430944 元，单位运转经费 9274183



元，专项资金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3.33%。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预算数提高。

四、机关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4550000 元，涉及 4 个项目，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73.12%。主要原

因是：1、专项资金列入项目经费中；2、未提前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五、机关“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88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620000 元，下降 41.33%。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200000 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68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620000 元，下降 47.69%，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较 2021 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费 68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620000 元，

下降 47.69%，主要原因是：2022 年未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的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纳入预算。

（四）会议费 2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80000 元，下降 80%，主要原因是：2022 年未将中



央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的公安业务会议费纳入预算。

（五）培训费 5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15000 元，下降 93.64%，主要原因是：2022 年未

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的公安业务培训费纳入预算。

六、局机关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9274183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965183 元，增长 47%；政府采购预算

304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15460000 元，下降 83.57%，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50000 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1600000 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90000 元（包括：政府购买服务 690000 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28730990.62 元,其中：办公用房 9321.77 平方米;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43

辆，价值 12541579.32 元;单价 2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5 台（套）。

2022 年拟采购固定资产约 550000 元，主要包括：办公桌椅 110000 元，台式电脑 160000 元，

复印机 115000 元，笔记本电脑 35000 元, 其他办公设备 130000 元。



第四部分 机关绩效管理开展情况说明
一、上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临州财绩[2021]8 号文件及《临夏州州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我部门组织实施了 2021 年度

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现将绩效评价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忠诚担当，圆满完成建党 100 周年维稳安保任务。坚持最高站位、保持最大力度、实行

最高勤务、落实最严纪律，举全警之力通过了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庆维稳安保这场政治大考、能

力大考、纪律大考、作风大考。

（二）、忠诚履职，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围绕宗教安全、反恐防暴、专案侦察、

网络安全，深化推进“国保基础加强年”活动，多措并举防范化解各类涉稳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

（三）、戮力同心，全力以赴打赢新一轮疫情防控阻击战。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州公安机关

第一时间制定印发《全州公安机关应对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因地制宜细化措施、完善措施，



聚精会神履行职责使命、倾尽全力保障防疫大局，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维护疫情形势下

的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为全州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公安力量。

（四）、攻坚克难、确保了全州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全力推进全省公安重点工作“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聚焦聚焦七大重点任务，紧盯突出违法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入推动扫黑除恶、

命案攻坚、打击电诈、黄赌毒、盗抢骗等专项工作，全力提升打防水平。

（五）、铁腕治毒，全力开创了禁毒斗争新局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禁毒工作会议和省禁毒

委各项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堵截贩运通道和萎缩毒品消费市场两大目标任务，以禁毒关键指标为抓手，

不断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狠抓责任落实和措施落地。

（六）、深化改革，全面提升全警执法办案能力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公安“大法治”工作会

议精神，深入开展“执法质量建设年”活动。

（七）、固本强基，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紧跟全省公安工作发展步伐，把信息化建设、手段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永靖县召开了全州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年”暨治安管理工



作推进现场会，大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

（八）、靠实责任，兜牢公共安全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源头治理，及时整

改隐患，加强日常监管，确保了全州公共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九）、整风肃纪，全面完成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围绕“五个过硬”要

求，全面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大力推行“能力素质跨越年”活动，突出筑牢政治警魂、

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四项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纠整改、总结提

升三个关键环节，教育整顿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本机关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4 个，主要是禁毒经费专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补助专项、

特警支队伙食补助专项、局机关伙食补助专项，涉及州级财政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550000

元，占部门预算安排总额的 5.89%。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州级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单位）收入。按照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州

级部门（单位）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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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是指州级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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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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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