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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开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开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开远市财政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珖菻、黄继荣、张国萍、张益铭、刘杰、石文竹、辛永坤、赵海涛、席飞涛、 

                  薛建忠、 罗增勇、白勇、杨雪、姚钧、吴锟、杨保红、吴明运、罗明、陈丽、 

                  王维、谭良、张家飞、李曦、普羽萱、 陈鑫、邹俭、王兵、张萍、陈思睿、 

                  罗玉萍、 梅盛萍、姚朝红、陈瑛、苏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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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事项公开信息分类与目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财政预算事项主动公开信息分类、事项名称及概述、主动公开信息目录编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财政预算事项主动公开信息分类与目录编制。 

2 信息分类 

财政预算事项主动公开信息分为工作职能职责、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行政监督与管理、公共服务、

其它公开事项等六类，具体分类说明见表1。 

表1 信息分类表 

序号 类别 说明 

1 职能职责 职能职责及人事信息。 

2 法律法规 财政领域法律、法规、规章。 

3 政策文件 
各级各部门出台的预决算事项相关发展规划、专项规划、规范性文件、改革方案、发展中期

财政规划计划、政策解读等文件。 

4 
行政监督与管

理 

政府预算、政府决算、政府债务、政府“三公经费”预算、政府“三公经费”决算、部门预

算、部门决算、部门“三公经费”预算、部门“三公经费”决算、部门季度预算执行报告、

基层预算信息、政府采购预决算、绩效管理信息、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5 公共服务 
包括政务公开指南、公开目录、主要业务办事指南、年度报告、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监督检

查等处理决定等内容。 

6 其它公开事项 政务公开标准、办事纪律和监督管理、动态信息及日常具体工作中需公开的其他信息。 

3 财政预算事项主动公开事项名称及概述 

财政预算事项主动公开信息事项名称和概述应包括表2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

务信息内容。 

表2 信息事项名称和概述 

序号 事项名称 概述 

1 职能职责 

1.1  职能职责 
财政部门基本情况、单位地址、电话、传真、各业务科室职能、各业务科室电话。 

1.2 人事信息 财政部门职工人数、局领导班子工作分工、领导班子成员个人信息（附相片)。 

2 法律法规 

2.1 法律法规 各级各部门发布实施的财政预算事项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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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文件 

3.1 政策文件 
各级各部门出台的预算事项相关发展意见、规范性文件、改革方案、发展规划、专项规

划、计划、政策解读等文件。 

4 行政监督与管理 

4.1 政府预决算 

4.1.1 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是指政府的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资金，调节社会经济生

活主要的财政手段和财政机制。政府预算具体规定计划年度内财政收支指标及其平衡状

况，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 

4.1.1.1 

关于开远市 XX 年

地方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和 XX 年地方

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 

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报告及附表。 

4.1.2 政府决算 
政府决算是政府经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中反映，它反映年度政府预算收支的最终结果，

是政府预算执行的总结。 

4.1.2.1 

关于开远市 XX 年

地方财政决算的报

告 

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决算报告及附表。 

4.1.3 政府债务 
举借债务的情况包括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本地区债务限额、债务

余额、使用、偿还等情况。 

4.1.3.1 

关于 XX 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及

市级财政专项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 

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 

4.1.4 
政府“三公经费”

预算 

财政部门公开包括本级政府“三公”经费汇总预算数（含财政部门年初预算代编的金额，

涉密信息除外），以及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分项

数额（涉密信息除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需细化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

用车运行费。公开内容应包括表格和相关文字说明，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

对预算变动大、不同年度之间波动大等情况和项目，应妥善做好解释说明。 

4.1.4.1 

开远市 XX 年“三

公”经费预算情况

说明 

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报告，编制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4.1.5 
政府“三公经费”

决算 

财政部门公开包括本级政府“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数（涉密信息除外），以及因公出国（境）

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分项数额（涉密信息除外），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需细化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公开内容应包括表格和

相关文字说明，公开的决算应当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

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等情况，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对决算

变动大、不同年度之间波动大等情况和项目，部门应妥善做好解释说明。 

4.1.5.1 

开远市 XX 年度“三

公”经费、行政参

公单位机关运行经

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决算报告，编制本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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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情况说明 

4.2 部门预决算 

4.2.1 部门预算 由政府各个部门编制，反映政府各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情况的政府预算。 

4.2.1.1 

关于 XX 单位 XX 年

部门预算编制的说

明 

各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年度部门预算表及批复文件，结合相关说明格式，编制各单

位部门预算说明及附表。 

4.2.2 部门决算 
部门决算是指行政事业单位按照相关编审要求向财政部门报送的，用以反映本部门、单

位财务收支状况和资金管理状况的总结性文件。 

4.2.2.1 
XX 单位 XX 年度部

门决算公开说明 

各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年度部门决算表及批复文件，结合相关说明格式，编制各单

位部门决算说明及附表。 

4.2.3 
部门“三公”经费

预算 

各部门（单位）应公开本部门（单位）的“三公”经费预算汇总数（涉密信息除外），以

及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分项数额（涉密信息除

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需细化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公开

内容应包括表格和相关文字说明，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对预算变动大、不

同年度之间波动大等情况和项目，部门应妥善做好解释说明。 

4.2.3.1 

XX 单位 XX 年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

预算情况说明 

各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年度部门预算表及批复文件，结合相关说明格式，编制各单

位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4.2.4 
部门“三公经费”

决算 

各部门（单位）应公开本部门（单位）的“三公”经费预决算汇总数（涉密信息除外），

以及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分项数额（涉密信息

除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需细化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公

开内容应包括表格和相关文字说明，公开的决算应当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等情况，以及“三公”经费增减

变化原因。对预决算变动大、不同年度之间波动大等情况和项目，部门应妥善做好解释

说明。 

4.2.4.1 

XX 单位 XX 年“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各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年度部门决算表及批复文件，结合相关说明格式，编制各单

位“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及附表。 

4.2.5 
部门季度预算执行

报告 

具体包括部门当季度以及年度内累计收入征收入库金额，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金额，以

及当季度和年度内累计收支完成年初预算的情况，并与上年同期执行情况进行比较，对

其增减变化及原因进行说明。 

4.2.5.1 

XX单位 XX年 XX季

度预算执行情况说

明 

各单位根据 XX 季度的执行情况，编制 XX 单位 XX 年 XX 季度预算执行情况说明及附表。 

4.2.6 基层预算信息 

各部门和单位重点公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

支出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预算规模、补助标准、发放程序、资金分配结果等。对于分

配到人（户）的财政资金，应当由相关部门公开补助对象的姓名、补助金额等详细情况

（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除外）；对于分配到项目的专项支出，项目建设单位要在施工场所

外利用公告栏、公示牌等公开工程概算、资金来源以及施工单位等内容。 

4.2.7 政府采购预决算 

（1）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信

息。 

（2）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应当在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竞争性谈判公告、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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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公告和询价公告等采购公告，以及招标文件、谈判文件、磋商文件、询价通知书等

采购文件中公开（涉密信息除外）。 

（3）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结果即中标、成交结果，中标、成交结果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采

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名称、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等相关

内容（涉密信息除外）。 

（4）本单位采购实施情况的相关资料。 

4.2.8 绩效管理信息 

公开预算绩效管理结果报告，报告应包含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情况、预算绩效跟踪和评价

管理情况及预算绩效管理结果运用情况、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报告、市本级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4.2.9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

情况 

各部门(单位)截至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总体情况、分布构成、主要

实物资产数据和当年度资产变动情况，其中，占用使用的国有资产分布构成按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四类公开。固定资产应按房屋构筑物、汽车、单价 200

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四类分项公开。 

5 公共服务 

5.1 政务公开指南 
政务公开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务公开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

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 

5.2 政务公开目录 公开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 

5.3 主要业务办事指南 
包括行政监督与管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业务工作的办事依据、程序、时限，办事

时间、地点、部门、联系方式及相关办理结果。 

5.4 年度报告 年度的总结或报告、统计公报等。 

5.5 

政府采购投诉处

理、监督检查等处

理决定 

财政部门作出的投诉、监督检查等处理决定进行公告。 

6 其它公开事项 

6.1 政务公开标准 

事项公开信息分类与目录、事项公开规范、政务公开管理制度、政务公开网络平台管理

规范、政务公开载体管理规范、政务公开新媒体管理规范、政务公开咨询服务规范、政

务公开监督检查与考核规范、政务公开群众满意度测评方法等标准。 

6.2 办事纪律和监督 办事纪律、受理投诉、举报、信访的途径等内容。 

6.3 动态信息 
开展业务工作的工作动态、重要会议的相关情况，公众对公开内容提出质疑问题的解决

方法及途径，填写《预算公开公众咨询质疑及部门答复情况表》。 

4 主动公开目录编制要求 

主动公开目录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要求，以及表2的要求编制，信息公开目录至少应

包括主动公开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