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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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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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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总体说明

2022 年预算收入 90367392 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9.56%，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036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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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67392 元，相应比上

年预算数下降 9.5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提前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为：

公共安全支出 76080853 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1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228142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4.04%。

卫生健康支出 328745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8.19%。

农林水支出 1770947，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2.66%。



支出按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工资福利支出 73382430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57124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67828 元，

资本性支出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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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82430 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57124 元，机关资本性支出（一）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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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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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0853 元，比上

年预算数下降 12%。其中：

行政运行（项）2022 年预算支出 72230853 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8.5%。

机关服务（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50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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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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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1411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5.37%。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217838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7.22%。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9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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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450 元，

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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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45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8.19%。

（四）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2022 年预算支出 1770947，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2.7%。

其中：



执法与监督（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770947，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2.7%。

三、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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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67392元，其中：人员经费74585148元，单位运转经费10782244

元，专项资金 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8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预算数提高。

四、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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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元，涉及 5 个项目，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7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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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1213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77000 元，下降 6%。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0 元，较 2021 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218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7000 元，下降 11%，主要原因是：本级及下

属单位按照“三公经费”相关要求压缩公务接待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99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0000 元，下降 4.78%，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费 0 元，较 2021 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费 99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0000 元，

下降 4.78%，主要原因是：1、本级及下属单位按照“三公经费”相关要求压缩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

费；2、临夏州公安局主要以执法执勤车辆、特种车辆为主。

（五）会议费 2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10000 元，下降 28.57%，主要原因是：会议主要以

公安业务视频会议为主，现场会议减少。

（五）培训费 55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3000 元，下降 29.49%，主要原因是：公安业务视

频培训增多，现场培训减少。

六、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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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7124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241124 元，增长 12.39%；政府采

购预算 3582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16109000 元，下降 81.8%，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964000

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600000 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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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000 元，主要包括：办公桌椅 100000 元，台式电脑 250000 元，复

印机 200000 元，笔记本电脑 70000 元, 其他办公设备 344000 元。



第四部分 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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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本部门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5 个，主要是禁毒经费专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生活补助专项、

交警支队伙食补助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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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元，占部门预算安排总额的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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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