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2014 年部门预算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主要履行的公共职能包括： 

（一）查处演出和娱乐、网吧及互联网上网服务、电子游

戏、美术品销售、文物经营等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二）查处违法安装和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违法接收和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和走私盗版影片放映行为。 

（三）查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网

络出版、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出版活动和印刷、复制、

出版物发行中的违法经营活动；查处盗版侵权行为。 

（四）承担“扫黄打非”有关工作任务。

（五）承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及监督检查职能。 

（六）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此外，市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内，由支队承办一切具体工作 

二、2014 年主要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 

2014 年，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为指导，以群众路线为方向，继续以“转变、提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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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为工作思路，以保障我市文化市场平安、有序为工作目

标，深入扎实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工作。主要工作计划

重点如下： 

（一）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与“扫黄打非”工作，保障文化

市场平安、有序 

1.重点抓好平安文化市场建设，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安

全生产等工作力度。 

平安文化市场建设是文化市场执法管理的重点工作。2014

年继续抓好建设，以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生产为主线，开展“绿

色暑假”文化市场检查行动、网吧专项整治行动、校园周边文

化市场整治行动、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音像市场专项整

治行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等。同时通过建立长效的

管理平台，提高文化市场的管理效能。 

（1）建立日常巡查与重点突击相结合的管理平台

支队执法人员在对出版物市场、游艺游戏、网吧的监管中，

在加强日常巡查的基础上，加强重大节庆期间的突击行动检查

和暗访行动，加强灯光夜市管理方、经营者的宣传教育，落实

属地管理，使文化市场的重大问题处理在一线、消失于萌芽状

态。 

（2）建立快捷高效与便民利民相结合的管理平台

支队充分利用 12318 举报投诉电话平台，收集投诉线索，

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完善投诉处理流程，建立快速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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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解决文化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市里的统一部署

安排，做好 12318 举报投诉电话与 12345 举报投诉电话的衔接

工作，便于人民群众的举报投诉。 

（3）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监督平台

支队加强与市出版协会、音像协会、网吧协会、游艺游戏

协会、娱乐协会等建立有效协作机制，要求行业管理协会加强

行业自律，按照行业标准加强自查和管理。充分发挥文化市场

义务监督员和文化市场志愿者服务队伍的监督作用。 

2.拟规划建设“三个平台”：网吧监控平台、“市镇两级”

沟通平台、文化市场宣传平台，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 

（1）加强网吧监控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探索有效的管理方

法，提高网吧监控平台的安装率和上线率，要求“两率”达到

省的指标。 

（2）研究探索制定“市镇两级”沟通平台的可行性方案，

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提高工作的效能。 

（3）研究探索制定文化市场宣传平台的可行性方案，通过

搭建信息查询平台，为群众提供查询、咨询的便民服务。 

3.继续加强“扫黄打非”工作，保障我市文化安全。

深化“扫黄打非”工作，贯彻上级的工作部署组织开展我

市的“扫黄打非”工作，充分发挥好“指挥部”的作用，加强

与各成员单位的沟通联系，形成高效的沟通机制，组织开展好

全市“扫黄打非”电视电话会议和“4﹒26”知识产权保护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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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工作。 

4.坚持探索新型文化执法领域，包括网络、版权、美术品

等市场。 

支队组织学习、研究、开拓网络侵权盗版、网络扫黄打非、

软件版权、实体版权、文物、美术品等新型文化市场的执法工

作，完善监管机制，开展交流学习，形成管理台账平台，进一

步完善有关制度建设。 

5.逐步完善我市印刷企业、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数据台账，

探索科学的管理模式。 

开展我市印刷企业、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数据收集整理工

作，逐步建立信息数据台账。调研学习其他地市单位的先进经

验，形成我市印刷企业、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模式。 

（二）推进第二批事权下放工作，构建“市镇两级”执法

体系 

1.推进第二批 67 项事权下放工作，完善执法规范与流程，

抓好事权改革的“放、接、管”三个环节。 

放：第二批 67 项事权下放项目已报市编办和法制局审查，

之后征求镇区意见后公示，接着协助做好签订委托协议。 

接：做好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67 项事权的承接工作，通

过以案代训、双向挂职等方式，协助镇区做好承接工作。 

管：通过建立“市镇两级”管理平台和“三个体系”，转变

文化市场监管方式，提高“市镇两级”文化市场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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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对镇区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逐步开展双向挂职锻

炼、以案代训等工作。 

2014 年计划组织 2 次全市文化执法人员培训班，进一步提

升全市文化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双向挂职工作方面，各大队

要做好前期调研沟通工作，选定好条件较为成熟的镇区作为试

点，分批次、分区域开展双向挂职。 

3.制定“市镇两级”文化市场管理的“三个体系”的工作

方案，包括责任体系、考核体系和培训体系，为事权下放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提高“市镇两级”文化执法管理水平。 

（三）深化支队内部管理建设，实现队伍的转型升级

1.深化职能转变，深化“3+2”管理模式，促进文化市场管

理。 

为适应事权下放和文化市场发展需要，支队于 2013 年 5 月

试行“3+2”管理模式。2014 年，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第

二批事权下放工作，深化“3+2”管理模式建设，转变监管模式，

进一步做好人员的定岗定责工作。 

2.开展群众路线、廉政教育、纪律教育学习月等活动，提

高政治理论水平。 

根据上级部署和支队实际，2014 年重点开展好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廉政教育和纪律教育学习月等活动，把各项活动

与执法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全力提高支队 2014 年文化执

法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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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本强基，建立健全内部制度。 

（1）事权下放配套制度建设。根据事权下放工作需要，进

一步健全有关配套制度； 

（2）举报投诉制度建设。根据 12318 举报投诉电话与 12345

举报投诉电话衔接的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有关举报投诉流程、

规范等。 

4.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队伍转型升级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

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执法队伍。 

5.开展执法大比武、大练兵，邀请专家举办专业培训，加

强对外学习交流，提高执法水平。 

2014 年支队将在三个方面推动大比武、大练兵及培训工作。

一是以竞赛的方式开展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比武、大练兵

工作，采取对模拟现场的执法检查、对设计的问题进行处理等

模式，提升队员执法水平；二是针对性培训。根据事权下放工

作和文化市场发展需要，邀请专家举办专业培训，有针对性地

提高镇区基层文化市场管理者的业务水平，提高支队队员知识

新型化、专业化的程度。三是交流学习。重点在新型执法领域

方面，学习先进兄弟单位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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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收入情况  

  2014 年总收入 805 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 805 万元，单

位自有收入 0元。  

    四、预算支出情况  

  2014 年总支出 80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731 万元，主要包括：文化市场管理 709 万元，

行政单位离退休 22 万元。  

  2.项目支出 74 万元。全部用于文化市场管理。 

      

附表：1、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收支预算总表 

      2、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表 

3、201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20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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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805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 783 

二、行政单位预算外资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 22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805 本年支出合计 80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支收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805 支出总计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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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207 文化体育与传媒 783 709 74 

20701 文化 783 709 74 

2070112 文化市场管理 783 709 7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 22 22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2 22 

合 计 805 731 74 



 10

201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公务接待费 2.5 

3、公务用车费 12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2）公务用车购置 0 

合    计 14.5 

注：1、2014 年无出国（境）计划，故因公出国（境）费用为 0。 

2、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费主要用于本单位 4辆执法用车的运行维护费用，2014 年暂无公务用车购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