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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根据省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出资企业（不含地

方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二）承担监督出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

立和完善所监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拟订考核标准,

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

监管,负责出资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制定出资企业负责

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三）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

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

励和约束制度。 

（五）按照有关规定,代表省政府向出资企业派出监事

会、独立董事;审核监事会向省政府提交的监督检查报告;负

责监事会、独立董事的日常管理工作。 



（六）负责组织出资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

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 

（七）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

落实国家和省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

作。 

（八）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起草国有资产管理

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制度,依法对市（州）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九）承办省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内设 16个机构，分别为： 

（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二）法规处（内部审计处） 

（三）规划发展处  

（四）业绩考核处 

（五）统计评价处  

（六）产权管理处  

（七）企业改革综合指导处 

（八）省直企业改革指导处  

（九）国有资本预算处 



（十）国有资本运营处 

（十一）监事会工作处（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  

（十二）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 

（十三）党建群工处（党委组织部、党委群工部） 

（十四）宣传工作处（党委宣传部）  

（十五）人事处  

（十六）信访处   

机关党委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厅派

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室。 

下设 4家预算单位，分别为： 

（一）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绩效考

评中心； 

（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服

务中心； 

（三）吉林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资质评价中心； 

（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中心。 

 

 

 

 



 

第二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表 
 

 

收 支 预 算 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2018.99 一般公共服务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2.6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52.6 

  
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2.45 

  
         行政单位医疗 86.63 

  
         事业单位医疗 15.82 

  
 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651.01 

  
      行政运行（国有资产监管） 1082.64 

  
            机关服务（国有资产监管） 94.7 

  
            其他国资监管支出 473.67 

  
 四、住房保障支出 112.93 

  
            住房公积金 112.93 

本年收入合计 2018.99 本年支出合计 2018.99 

收入总计 2018.99 支出总计 2018.99 

 



 

收 入 预 算 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总计 
上年 

结余 

当年 

收入 

财政拨款收入 

小计 
财政预算

拨款收入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2.6   152.6 152.6 152.6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52.6   152.6 152.6 152.6 

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2.45   102.45 102.45 102.45 

      行政单位医疗 86.63   86.63 86.63 86.63 

      事业单位医疗 15.82   15.82 15.82 15.82 

 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651.01   1651.01 1651.01 1651.01 

      行政运行（国有资产监管） 1082.64   1082.64 1082.64 1082.64 

        机关服务（国有资产监管） 94.7   94.7 94.7 94.7 

        其他国资监管支出 473.67   473.67 473.67 473.67 

 四、住房保障支出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住房公积金 112.93   112.93 112.93 112.93 

                                                                     

 合  计 2018.99   2018.99 2018.99 2018.99 

 

 

 



 

支 出 预 算 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一、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52.6 152.6   

二、行政单位医疗 86.63 86.63   

      事业单位医疗 15.82 15.82   

三、 行政运行（国有资产监管） 1082.64 1082.64   

       机关服务（国有资产监管） 94.7 94.7   

       其他国资监管支出 473.67 165.67 308 

四、  住房公积金 112.93 112.93   

合    计 2018.99 1710.99 308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  目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一、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52.6 152.6   

二、行政单位医疗 86.63 86.63   

         事业单位医疗 15.82 15.82   

三、行政运行（国有资产监管） 1082.64 1082.64   

       机关服务（国有资产监管） 94.7 94.7   

        其他国资监管支出 473.67 165.67 308 

四、住房公积金 112.93 112.93   

        

合计 2018.99 1710.99 308 

 

 

 

 

 

 

 

 



 

“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预算数 

比 2014 年 

预算数增减 

增减变化 

原因说明 

合 计 65.56 0.47 财政调基数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用 5.76 0.47 财政调基数 

3、公务用车费 59.8   无变化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9.8   无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费       

 

说明：1、“2015 年预算数”的单位范围包括部门本级及所属 4个预算单位。 

2、“2015 年预算数”的实有人员 174 人，其中：在职人员 145 人， 

离退休人员 2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