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汉滨区委 

2017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

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法规;负责指导全区青少年的思想理

论教育、宣传文化活动和青少年活动阵地建设;负责调查青

少年思想动态和青少年工作情况，研究青少年运动、青少年

工作理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青少年事业发展等工作，提出

相应对策，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二)负责全区共青团组织建设，协调党组织管理、选拔

和培训团的干部;培养、选拔、表彰并推荐优秀团员青年。 

(三)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和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工作;承担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区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的日常工作。 

(四)负责维护全区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参与青少年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承担区委、区政府和有关方面委托的青少

年工作事务，参与协调处理各种与青少年利益相关的工作。 

(五)负责全区青年统一战线工作;负责全区青少年外事

友好交流工作。 

(六)负责指导组织全区青少年事业发展工作，募集青少

年事业发展经费。 

  (七)负责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日 常工作。指导和管

理全区青少年社团组织工作。 



  (八)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团市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2017 年累计在全区团队组织中开展“青春喜迎十九

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红领巾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 300

余场次。成立了区级党的十九大青年宣讲小组，累计面向青

年群体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42 场次。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先后组织了“红领巾心向党、做共

产主义接班人”千名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暨少先队鼓号队

大赛、防灾减灾进校园、“汉滨区留守儿童才艺培训计划”

暨“乡村艺术骨干教师”才艺提升培训、汉滨区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向上向善好青年”青春故事分享

会等区级示范活动 32 场次。加大与安康吧、老刘说安康、

新浪微博等新媒体的合作力度，将汉滨青年的好声音传播出

去，在汉滨青年微信订阅号、青年汉滨微博、团属网站上广

泛开展“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砥砺奋进

的五年”系列话题活动。 

2、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选树立了一批先进典 

型，推荐汉滨区青年陈鸿昌荣获第十六届“陕西青年五四奖

章”，推荐汉滨区 12 名脱贫攻坚挂职第一书记荣获“安康

市助力脱贫攻坚最美青年”称号。评选表彰了 20 个“汉滨

区五四红旗团委（团总支 团支部）”、25 名“汉滨区优秀

团干部”、45 名“汉滨区优秀共青团员”、30 名“汉滨区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50 名“汉滨区优秀少先队员”、25

个“汉滨区优秀少先队集体”。 



3、按照区委、团市委要求，在全区各条战线进行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推选出 86 名团代表，9月

4 日提请区委批准 9 月中旬召开共青团汉滨区代表会议的报

告，于 9 月 13 日召开了共青团汉滨区代表会议，会议选举

产生了 26名汉滨区出席共青团安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4、全年开展全区共青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4 场

次，完成了全区团队工作的全覆盖:（1）2017 年 5 月 25 日

至 26 日举办了“全市共青团深化改革 从严治团 追赶超越

培训班”。（2）2017 年 6月 30日举办了“全区共青团深化

改革从严治团追赶超越工作会暨 2017 年向上向善好青年主

题青年故事分享活动”。（3）2017 年 12 月 1日举办了“全

区共青团系统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暨基层团干部培训

会”。（4）2017年 11 月 3日举办了“全区少先队辅导员培

训班”。 

5、开展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贫困儿童争

取壹基金冬季温暖包 300 个价值 30 余万元，10月 20 日参加

团市委“团聚益起 温暖安康”活动，为贫困村 10名中小学

生争取“梦想五厘米”助学金共计 12000 元；7 月 4 日为 5

名贫困中学生申请到“西京品学奖”共计 5000 元；7 月-8

月期间资助 15名贫困大学生共计 6 万元。 

6、强化驻村工作组力量，夯实工作任务，帮助张滩镇 

安沟村开展扶贫对象核实和数据清洗工作，精准识别扶贫对

象 162 户 598 人。争取资金 705 万元，新修通村公路 12.6

公里，安全饮水工程、农村电网改造深入推进，新建百户移



民搬迁安置点一个，探索“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新思路，

号召安康市青年创业协会和广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区 231

个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以张滩镇安沟村为试点，成功孵

化蛋鸡养殖、富硒皇菊种植两个扶贫项目，培育市级生态农

业园区安泰丰林下养殖园、区级生态农业园区安康市汉滨区

萍盛园以及汉滨区尚德生态种植青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

生猪 2500头，山羊 1500头，富硒皇菊 30亩，辐射带动 127

户贫困户发展，较好完成了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会同青

年创业会提供 1000 个就业岗位，实施了贫困户就业创业工

作，对贫困户采取“保姆式”就业，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免费开展岗前订单式培训，为贫困户提供岗前免费健康体检，

就业后联合第三方就业服务机构对贫困户就业情况进行跟

踪服务。积极开展新民风建设活动，号召全区广大青少年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新民风建设的传播者、实

践者和推动者，倡导和引领身边的同学、家人、朋友积极参

与新民风建设。开展助力农产品电商活动，国庆节期间，我

单位举办了“团聚益起 温暖汉滨”青春助力脱贫攻坚、万

余份农产品全城免费送活动，累计 40 余万人参加了活动，

汉滨区 13种农产品得到重点推介。 

三、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1、本单位包括行政股室 1 个，为综合办公室；事业单

位 2 个，分别为汉滨区少年工作办公室、安康青少年宫。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

级（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纳入本部门 2017 年



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 1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安康青少年宫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23 人，其中行政编制

6 人、事业编制 17 人；实有人员 20 人，其中行政 3 人、事

业 17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9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单位 2017年度收入 236.04万元，同比 16年增长

88.34 万元,原因是新增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列支项目; 

2017 年度支出 236.04 万元，同比 16 年增长 88.34 万元,原

因是新增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经费，下属单位安康

青少年宫人员工资增加。（注：2016 年团区委划拨少年宫人

员工资为 7至 12月，2017年划拨少年宫人员工资为全年。） 

2、本单位 2017年收入中财政拨款占 100%。 

3、本单位 2017 年基本支出 197.04 万元，项目支出为

39 万元，基本支出占 83.5%，项目支出占 16.5%。 

（二）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单位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236.04 万元，同比

16年增长 88.34万元, 原因是新增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项目经费，下属单位安康青少年宫人员工资增加; 2017 年度

财政拨款支出 236.04万元，同比 16 年增长 88.34万元, 原



因是新增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经费，下属单位安康

青少年宫人员工资增加。（注：2016 年团区委划拨少年宫人

员工资为 7至 12月，2017年划拨少年宫人员工资为全年。）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17 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6.04 万元，人员经

费 130.15 万元，公用经费 66.89 万元，项目支出 39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 2017 年工资福利支出 126.45 万元，商品和服务

支出 66.8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70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无此类情况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

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总额为 2.20 万元，

同上年相比增长 54.5%；其中因公出国（境 0 人次，共 0 万

元，同上年相比增长 0%；会议费 2.20万元，无培训费。 

2、本单位 2017年度共支出会议费 2.20万元，同上年 

比相比增长 54.5%，增加了大学生暑假见习会议费用。 

     3、本单位 2017年度无培训费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 197.04 万元，同

2016年相比增加 49.34万元，原因是下属单位安康青少年宫

人员工资增加。（注：2016年团区委划拨少年宫人员工资为

7 至 12 月，2017年划拨少年宫人员工资为全年。）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39 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类支出 39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大项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 

七、专业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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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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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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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

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