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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 主要职能 

无锡市妇女联合会是在中共无锡市委和江苏省妇女联合会

领导下的全市各界妇女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组织、引导、

服务广大妇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

力量。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教育全市广大妇女以

及各类妇女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二）紧密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团结、动

员广大妇女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发

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思想，教育和引

导广大妇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的精神，表彰各类妇女先进典型，积极推动和开展对妇女

的科学文化及生产劳动技能教育培训，提高妇女综合素质，促

进全面发展。 

（四）代表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关注并加强研究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及

时向党和政府反映社情民意，提出对策建议；参与有关妇女儿



  

童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实施，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推荐、输送妇女人才，促进妇女参政议政。 

（五）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指导建立健全各级妇联组

织；指导全市各级妇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和妇

女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展妇女儿童工作；联系团体会员并给予

工作指导；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妇联干部的整体素质。 

（六）进一步扩大与各界妇女的联系，加强同港、澳、台

及海外华人妇女、妇女组织的联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妇女

和妇女组织的友好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合作。 

（七）承担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推

动我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实施。 

  

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根据上述职责，无锡市妇女联合会机关内设 6 个职能部

（室）。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妇女联合会。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 

（1）办公室 

负责机关文电、秘书、专报、档案、机要、保密、统计、

文印、信息、政务内网等工作；承担重要文件和文稿的起草、

修改和审核工作；组织协调综合性调研活动；牵头承办市妇联

执委会等各类重要会议；牵头负责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



  

案办理工作；负责财务、资产、审计、安全等管理工作。 

主任：李峰   电话：82722190 

（2）组织部 

负责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干部人事管理等工

作；协助管理市（县）区妇联领导班子有关工作；协助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服务女性人才工作；负责妇联系

统组织建设工作，联系指导社会各界妇女组织；负责组织实施

女性人才和妇联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与国际及港、澳、

台妇女组织的交流、合作工作；负责离退休干部工作。 

部长：蒋凌燕   电话：85758915 

（3）宣传部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宣传妇女和妇联工作；调研妇女思想状况，有针

对性地开展妇女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承担市妇联网上引导、动

员妇女群众工作，监测、研判、应对涉及妇联组织和妇女的重

要舆情；协助配合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巾帼志

愿服务工作；组织开展“三八红旗手（集体）”评选工作，表彰宣

传优秀女性典型。 

部长：赵鸿   电话：85736691 

（4）妇女发展部 



  

动员组织城乡妇女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指导和推进

各级妇联不断创新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动；积极搭建妇女发展

平台，助推妇女创业就业；组织开展妇女科学文化及生产劳动

技能教育培训，帮助妇女提高综合素质和生产技能。 

部长：于桂娜   电话：85758069 

（5）权益部 

推进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推动涉及妇女权益的各

项立法和政策更加科学民主；参与普法宣传、社会综合治理和

维稳工作，牵头“平安家庭”创建工作；指导、推动各级妇联依法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开展信访接待、法律咨询、权益维护

等工作。 

部长：费力   电话：85736033 

（6）家庭和儿童工作部 

负责妇联家庭文明建设工作，组织开展“五好家庭”、“最美

家庭”等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开展文明家庭社会宣传倡导，引导

妇女和家庭弘扬家庭美德，培育良好家风；牵头协调和指导推

进家庭教育工作，参与制定实施家庭和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策；协助配合开展家庭发展、儿童保护等工作；开展特殊困境

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外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参与推进校外

教育。 



  

部长：邓丽洁   电话：85742124 

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承担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日常工作。 

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 

（1）无锡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成立于 1989 年 8 月，隶属于无锡市妇女联合会，是自收

自支的事业单位，原名无锡市妇女儿童工作者培训中心， 2008 

年 6 月正式更名为无锡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易地新建的活动中心于 2011 年 5 月正式启用，是政府投

资的社会事业项目，建筑面积约 4800 平方米。中心现有聘用

职工 20 名。妇儿活动中心设有接待大厅、会议室、报告厅、

标准培训教室和家政服务员教学实践基地等功能性场所，承担

着无锡市妇女素质教育、业务技能培训和少儿教育培训等诸多

功能。 

目前，无锡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已成为劳动部门认定的技

能培训、资质认证定点机构，全国、省、市巾帼就业创业示范

培训基地，连续四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再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被授予“江苏省巾帼示范培训基地”的光荣称号。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 268 号 

主任：沈波      电话：85727628 

（2）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 

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创办于 1989 年，是全市最早实施

托幼一体办园模式的幼儿园。多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在《规程》、《纲要》精神的贯彻中，全体教职工一步一

个脚印，坚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不断抓住机遇，齐心协力、

踏实有效地抓管理、抓质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求发展、

求跨越，和着时代的大背景，中心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先后获得江苏省重点托儿所、江苏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江苏

省优秀家长学校、江苏省“巾帼示范”明星岗，无锡市依法治园先

进幼儿园、市教育现代化先进幼儿园、市三八红旗先进集体、

市青年文明号、市安全文明卫生单位、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及

无锡市卫生保健合格单位（特级）等一系列集体荣誉。 

多年来，中心始终牢记“为每个孩子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

础”的办园宗旨，坚持走“科研兴园”的内涵发展之路。配备师资

中，97%拥有学前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除了刚毕业的新教师

外，其余 90%达到了幼教一级和高级职称。另外，分享阅读、

英语口语、333、音乐、美术及体育男教师等有专业特长的骨干

老师也占到了 50%，凸现了“专业化、特色化”的师群特点。实践

中，先后有多个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全面实施，研究成果分

别荣获国家级、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特别是全语言课题

的实践研究，在全语言和谐温馨的环境中，坚持开展每天的快

乐晨谈、故事欣赏、每月的故事表演，每学期的“读书节”、“童

话节”等富有个性的系列活动，很好地促进了幼儿全语言能力的

发展，提升了园所文化，提高了教科研的水平，并养成了幼儿

敢于表现、善于表达、乐于交往的个性特点，也初步形成了“让

每个孩子富有个性的发展基础上语言能力发展见长”的办园特



  

色。 

2008 年 9 月，易地新建落成的中心为市政府重点投资项目，

占地 30 亩、总建筑面积 15000m2,总投资 7200 万元，是一所富

有时代气息的一流园所。视频直播、有线电视（广播）、安全

防范等 6 大智能化系统的创建，亲子书屋、娃娃中心、动漫屋

等 5 个 0-3 岁婴幼儿的专用活动室，小书苑、语音室、演播厅、

科学宫、休闲广场、厨艺房等 10 个 4-6 岁幼儿的专用室的提供，

以及语音墙、阳光草坪、塑胶场地、植物迷宫、屋顶花园、风

情沙滩等富有特色的景观设施的呈现，在凸显浓郁的教育现代

化气息的同时，也将使中心在全新的发展平台上，张开更为有

力的双翅，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飞得更高、更远！ 

地址：无锡市南长区五星家园 338 号 

园长：沈波      电话：858537812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汇总预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3 家，具体包括：市妇联本级、无锡市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 

三、2020 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紧贴产业强市, 推进女性创业创新。开展巾帼创业榜

样等先进典型宣传、妇女就业创业培训、城乡妇女岗位建功活

动。 

（二）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深化最美家庭寻访宣传工作。开

展困境儿童帮扶行动、将女童保护、安全教育内容纳入家长学

校课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培育一批亲子阅读



  

基地。 

（三）推进巾帼志愿服务工作，举办全市“邻里守望﹒姐妹互

助”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展示交流会。 

（四）推动依法维权，开展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工作，

推进妇联基层维权工作，完善综合维权服务模式。 

（五）推进妇联改革，落实机关机构设置、密切联系基层妇

女群众制度、干部作风改进等措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妇联

机关党建。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2690.43万元，与

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376.69万元，增长16.28%。其

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2690.43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2585.43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2585.4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376.69万元，增长17.06%。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

和经费调整。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长

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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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

元，增长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10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

长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长

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二）支出预算总计2690.43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974.48万元，主要行政运行支出。

与上年相比增加195.01万元，增长25.02%。主要原因是机关事

业单位经费调整。 



  

2．教育支出（类）支出 986.21 万元，主要下属幼儿园学前教育

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 15.66 万元，增长 1.62%。主要原因是下

属幼儿园学前教育支出增长。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支出211.95万元，主要行政和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4.83万

元，增长7.53%。主要原因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 

4．卫生健康支出（类）支出73.3万元，主要行政和事业单位卫

生健康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04万元，增长1.44%。主要原因

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 

5．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444.50万元，主要行政和事业单位

住房保障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50.17万元，增长51.02%。主要

原因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 

6．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主要原因是无结余。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2252.5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08.81

万元，增长10.22%。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和经费

调整。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437.8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67.88万元，增

长62.19%。主要原因项目费用增加。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

长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本年收入预算合计2690.43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85.43万元，占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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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资金105万元，占3.9%； 

上年结转资金0万元，占0%。 

 

 

 

 

 

 

 

图1：收入预算图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本年支出预算合计2690.43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2252.59万元，占83.73%； 

项目支出437.84万元，占16.27%；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0万元，占 0%； 

结转下年资金0万元，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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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支出预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585.43万元。与上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376.69万元，增长17.06%。

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和经费调整。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2584.43万元，占本年支出

合计的96.1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376.69万元，

增长17.06%。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和经费调整。 

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1．群众团体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761.22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70.74万元，增长10.25%。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

行政运行经费调整。 

2．群众团体事务（款）其他群众团体事务支出（项）支出108.2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8.14万元，增长80.08%。主要原因是事

业单位事务支出增加。 

（二）教育支出（类） 

1．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支出986.21万元，与上年相

比增加15.66万元，增长1.62%。主要原因是下属幼儿园学前教

育支出增加。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1．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项）支出127.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8.87万元，减少

6.5%。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减少。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

出（项）支出63.8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9.23万元，增长16.9%。

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增长。 

3．就业补助（款）其他就业补助支出（项）支出20.4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20.4万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

其他就业补助支出增加。 

（四）卫生健康支出（类）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29.97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 1.75万元，减少5.52%。主要原因是行政单位

医疗经费节约。 

2．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43.33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4.85万元，增长12.61%。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

医疗增加。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140.37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35.56万元，增长33.93 %。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调整。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支出223.52万元，与上

年相比增加82.81万元，增长58.86%。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调整和标准提高。 

3．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支出80.61万元，与上年



  

相比增加39.85万元，增长97.77%。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调整。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2213.85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2098.8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

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14.9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

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

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

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

本性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585.43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376.69万元，增长17.06%。主要原因是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和经费调整。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2213.85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2098.8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

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14.9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

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

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

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

本性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

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20.01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73.01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4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5.10%；公务接待费支出6万元，占“三公”经费的21.89%。具体

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20.01万元，比上年预算12.01万

元，主要原因下属事业单位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发生因公

出国预算。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1.4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与

上年预算数相同。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1.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4

万元，主要原因公务用车平台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2万元，主要原

因公务接待预算增加。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议费预算支出

74.6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67万元，主要原因三八节105周年会

议开支。 

无锡市妇联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训费预算支出

176.3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46万元，主要原因培训费预算支

出增加。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妇联2020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0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0万元，增长0%。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 32.38 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 9.83 万元，降低 23.29 %。主要原因是：缩减

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经费。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61.18万元，其中：拟采购货物

支出10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拟购买服务支出51.18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等。单价200万元（含）



  

以上的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0年度，本部门单位共1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

性资金合计20.4万元；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纳入绩效目标管理，

涉及财政性资金2690.43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项收

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

是教育收费）、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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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单位预留机动经费：指预算单位年初预留用于年度执行中

增人、增资等不可预见支出的经费。 

八、“三公”经费：指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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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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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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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