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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南通市环境监察支队部门预算公开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南通市环境监察机构 1998 年经市编委会批准，由南通市 

环境监理总站更名为南通市环境监理支队，2002 年 7 月又更名

为南通市环境监察支队，编制 30 人，正科级建制； 2010 年扩

编至 32 人；2012 年升格为副处级建制，2013 年 12 月批准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是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参公事业单位。2015 年

扩编至 49 人。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2、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依法对辖区内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建设项目执行“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项目等进

行现场监察。 

3、负责环境监察稽查和行政执法后督察工作。 

4、具体负责排污申报登记、排污费核定、征收和稽查。 

5、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6、归口管理全市“12369”环保举报热线，负责环境污染

信访调处、转办、督办等工作。 

7、负责对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问题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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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督促、检查、指导全市环境监察工作。 

9、承担南通市环保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市环境监察支队内设机构 7 个科室。

分别是：办公室、监察一科、监察二科、监察三科、业务一科

（环境稽查科）、业务二科（信访举报查办科）、业务三科。

本，本部门无下属单位。 

三、2019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2019 年，支队继续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加大全市执法力

量整合、调度和培训力度，在“强执法、降信访、优服务”上

下功夫，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坚持服务监管并重，优化执法方式。2019 年，支队将

围绕污染防治攻坚，在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的同时，做好企

业服务工作。一是继续开展“四个常态化”执法。继续推进突

击检查、交叉检查、专项行动、联动执法“四个常态化”执法

检查，防止“人情执法”和“见污不怪”，推进执法能力和水平

的整体提升；同时针对行业性、区域性、季节性的环境问题，

开展执法专项检查，提升靶向效应。二是实行差别化执法监管。

根据不同监管对象的生态环境守法水平，开展差别化、有侧重

的“双随机”监管，适当降低企业环境信用评级为绿色的企业

的检查频次，提高红色、黑色企业的检查频次，提高执法效能，

减轻检查对守法企业造成的负担。三是强化环境执法与服务企

业相结合。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主动将环保法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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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贯穿到执法办案全过程，依法做好承办案件的释法说理工

作。组织编印企业环保工作手册，发布环境违法典型案件等，

将行政相对人密切关注的环保法律法规、环境管理规范、典型

案件等编印成册，提高企业法律意识。配合市法规处做好环保

总监培训工作。 

二、持续开展信访攻坚，化解突出问题。继续推进信访攻

坚，紧盯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信访，努力提升信访化解

质效。一是全力推进整改销号。2019 年是交办信访问题整改攻

坚年，以“啃硬骨头”的干劲，全力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及“回

头看”、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问题、市委、市政府集中交办突出

环境问题整改，配合市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做好整改销号工作。

二是继续开展环境信访攻坚。以南通市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

为抓手，进一步压实信访查处和整改效果。构建“全员参与”

大信访格局，推动执法人员一手抓执法办案、一手抓信访化解，

对赴部到省去信去访及市领导批办重点信访件全流程跟踪到位。

适时开展信访化解业务能力培训，组织“信访化解能手”等活

动评选，提升信访化解工作成效。建立信访办理“督帮服机制”，

定期列出重点环境信访问题清单分解至各科室，加强各地环境

信访化解情况的跟踪督察。对信访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点对

点开展专项辅导、帮扶。继续落实环保局长大接访、领导地区

包案和突出问题曝光等机制，推动群防群治。 

三是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执法效能。一是继续开展执

法大练兵活动。2019 年，继续联合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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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环境监测执法技能竞赛，提升执法办案积极性。二是进

一步加大培训力度。组织开展行政案件庭审集体观摩、行政处

罚案卷评审、稽查等活动，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办案水平。

市本级组织开展“育苗行动”，通过业务骨干传帮带，促进执法

业务水平整体提升。三是进一步优化行政处罚流程。完善内部

法制审核机制，强化环境违法行为立案管理，对于未造成危害

后果且立即改正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以督促整改、法律教育

为主，真正做到过罚相当。坚持执法因地制宜，杜绝“一刀切”

执法，提升执法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是加强考核力度，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生根。一是继

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动。开展水源地整改问题“回头

看”，严防违法违规问题反弹，集中开展地下水水源地环保专项

行动，关闭取缔保护区范围内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二是深入

推进“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按照“取缔关闭一批、整合

搬迁一批、升级改造一批”原则，2019 年底基本完成整治任务。

三是进一步加强核与辐射监管。扎实推进核与辐射“双随机”日

常监管工作，继续深入开展辐射环境安全专项检查，及时督促

持闲置废旧源的企业按规定送贮放射源。四是推进环境管理网

格化监管。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上，开展网格化工作深度调研，

进一步理顺县、镇、村三级网格员职能和考核体系，推动各地

进一步完善网格员工作基础条件，强化业务培训，努力实现环

境网格化管理职能分工明确、基础条件完备、体系运行顺畅，



  —6— 

真正发挥网格化监管效用。五是做好部、省各类交叉执法检查

工作。按照部、省要求，严格选派业务骨干，参加蓝天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等执法活动。建立监督机制，加强派出

人员行前教育，严肃工作纪律。 

第二部分  2019 年度部门预算表 

2019 年度南通市环境监察支队部门预算公开表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9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1285.35 万

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 74.66 万元，增长 6.2 %。

主要原因是：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公人员；二是职

能项目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往年在市生态资金内，已

纳入部门预算。 

（一）收入预算总计 1285.35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1285.35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1285.3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 74.66 万元，增长 6.2%。主要原因：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

了 4 名参公人员；二是职能项目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

往年在市生态资金内，已纳入部门预算。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 

0 万元，增长（下降） 0 %。主要原因是无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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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减少） 0 万元，增长（下降）0 %。主要原因是无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收入。 

（二）支出预算总计 1285.35 万元。包括： 

1.按功能分类 

（1）节能环保支出（类）支出 1147.03 万元，主要包括人员

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职能项目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 69.02

万元，增长 6.4%。主要原因：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

公人员；二是职能项目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往年在市

生态资金内，已纳入部门预算。  

（2）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 138.32 万元，主要用于住

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5.64 万元，增长

4.25%。主要原因是：新增了 4 名人员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相

应增加。 

2.按支出用途 

（1）基本支出预算数为 942.78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116.84 万元，减少 11%。主要原因是:2018 年预算含预下综合绩

效考核奖及应休未休公休假奖金、而 2019 年则没预下。 

（２）项目支出预算数为 342.57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91.5 万元，增长 126.8%。主要原因是部分原市级生态建设专项

资金（2018 政府采购结转项目经费、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

纳入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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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本年收入预算合计 1285.35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85.35 万元，占 1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 万元，占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占 0%；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本年支出预算合计 1285.35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942.78 万元，占 73%； 

项目支出 342.57 万元，占 27%；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285.35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74.66 万元，

增长 6.2%。主要原因: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公人员；

二是职能项目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往年在市生态资金

内，已纳入部门预算。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1285.35 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74.66

万元，增长 6.2%。主要原因：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

公人员；二是职能项目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往年在市

生态资金内，已纳入部门预算。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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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能环保支出（类） 

1.环境监测与监察（款）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项）支

出 62.5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3.93 万元，增长 6.7%。主要原

因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公人员。 

2.污染防治（款）其他污染防治支出（项）支出 16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16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新增项目。 

3.污染减排（款）环境监测与信息（项）111.07 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 111.07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新增项目、部

分污染减排（款）环境执法监察（项）项目支出调整至污染减

排（款）环境监测与信息（项）列支。 

4.污染减排（款）环境执法监察（项）支出 957.46 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 61.98 万元，减少 6.1%，主要原因：部分污染

减排（款）环境执法监察（项）项目支出调整至污染减排（款）

环境监测与信息（项）列支。 

（二）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 87.25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5.11 万元，增长 6.2 %。主要原因是新增了 4

名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相应增加。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 50.54 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 0.53 万元，增长 1.01%，主要原因是新增了 4 名

人员，提租补贴支出相应增加。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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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942.78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743.4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151.02

万元、津贴补贴 312.89 万元、奖金 34.2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4.67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2.86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0.54 万元、其它社会保障缴

费 11.1 万元、住房公积金 87.25 万元、退休费 8.61 万元、奖励

金 0.04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25 万元。 

（二）公用经费 199.3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24.76 万

元、印刷费 1 万元、邮电费 1 万元、物业管理费 1.50 万元、差

旅费 60 万元、维修费 1 万元、会议费 3 万元、培训费 5 万元、

公务接待费 4.41 万元、工会经费 12.92 万元、福利费 22.05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32.68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 万元。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 万元，增长（减少）0 %。本

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 

八、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285.35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74.66 万元，增长 6.2 %。主要

原因：一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公人员；二是职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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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自动监控第三方运维费，往年在市生态资金内，已纳入部

门预算。 

 九、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市环境监察支队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预算 942.78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743.4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151.02

万元、津贴补贴 312.89 万元、奖金 34.2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4.67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2.86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0.54 万元、其它社会保障缴

费 11.1 万元、住房公积金 87.25 万元、退休费 8.61 万元、奖励

金 0.04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25 万元。 

（二）公用经费 199.3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24.76 万

元、印刷费 1 万元、邮电费 1 万元、物业管理费 1.50 万元、差

旅费 60 万元、维修费 1 万元、会议费 3 万元、培训费 5 万元、

公务接待费 4.41 万元、工会经费 12.92 万元、福利费 22.05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4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32.68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 万元。 

十、一般公共预算单位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单位运行经费预算支

出 199.32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6.85 万元，增长 3.6 %，主要

原是 2018 年下半年新招了 4 名参公人员 

十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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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9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4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55%；公务

接待费支出11.41万元，占“三公”经费的45%。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25.41 万元。 

1.单位部门预算中不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实际因公出

国（境）时，由财政部门根据规定程序批准的出国（境）计划

和按标准核定的经费数额追加相关单位支出预算指标。实际执

行情况在部门决算中公开。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预算 14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预算 0 万元，本年未安排公务用

车购置预算；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 14 万元，比上年减少 

8.4 万元，主要原因是：车辆减少。去年下半年有三辆公车作

为市级平台集中车辆，已划拨到市机关固定资产管理中心，所

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去年减少 8.4 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 11.41 万元，比上年减少 4.47 万元，

主要原因是是厉行节约，压缩公务接待经费。 

（二）2019 年度会议费支出预算 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86 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压缩会议经费。 

（三）2019 年度培训费支出预算 10 万元，比上年减少

8.36 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减少培训次数，压缩接待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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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 85.52 万元，其中：拟采

购货物支出 53.52 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拟购买服务支

出 32 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 5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 0 辆、执法执勤

用车 5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等。单价 0

万元（含）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共 0 个项目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性

资金合计 0 万元。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的财政拨款数。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税收财力安排、当年非税财力、

专项收入、省补助、动用结余财力。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

要是教育收费）。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 

五、项目支出：包括编入部门预算的单位通用项目、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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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市立项目支出安排数等。 

六、“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

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

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

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公务接待

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七、单位运行经费：指各部门（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

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

日常维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福利费及其

他费用。 

（各部门根据公开预算表中对应的经费情况进行名词解释，

对未涉及的名词可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