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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幼俵族自治州財政局

州財政局信息与政劣公牙人員名単

接照 《西双版幼州財政局党姐美子局飯早班子成長分エ

調整的逍タロ》(西財党姐友 〔2017〕 4号 )文件内容及州政府

亦夫子信息寺政券公升工作要求,現格我局信息寺政券公升

人員老単公布女口下:

分管飯早:李長 局党姐成長、州金融亦副主任

責任部11:局 亦公室、科技信息科 (負 責技木支持 )

責任人:李江 亦公室主任

具体工作人員:赤 ヨ貴 科技信息科科K
王 好  亦公室冨1主任

1走 系屯活:0691 2122400,0691-2121218

付件:1.中 共西双版幼州財政局党姐美子局頷早班子成長

分工調整的週知

2.亦公室蘭位以責和分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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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双版幼州財政局党狙文件

西財党姐友〔2017〕 4号

中共西双版納州財政局党狙美子局領尋班子

成員分工調整的通知

局机美各科室、中`む
:

因工作需要和人事調整,姪研究,決定対局領早、副凋研

員工作分工作如下調整。

三蛉松 局党鯉ギ泥、局K、 州国資委主任:主持州財政

局全面工作,分管預算科。

刀金海 局党姐成長、副局長兼州ヨト税ll■ 入征牧管理局局

K(正炎坂 ):協助局長分管鰊合与研究科、政府采驚管理亦公

室、友立宗合升友亦公室、水村鰊合改革亦公室、♯税ll■ 入征

牧管理科、票据監管核算科。

易江北 副局K:協助局K分管姿沸建没科、渉外金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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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声管理科、州道路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む;西双版幼州

被撤硝城市信用社托管_2■ 、西双版納升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州政府交赤的西双版納取上技木学院融資及学院其他相美エ

作。

ヌ「恙明 副局K:l・I助局K分管国庫科 (国 庫集中支付中

′む)、 教科文科、織妓管理科、国姿一科、国姿二科、投資坪常

中′む。

剌俊本 局党生成長、副局K:協助局K分管行政政法科、

会十科、条法科、科技信息科、監督栓査科;協助局長机好妃

栓上察工作。

童工昌 局党姐成長、副局K:林助局K分管友立科、声

立友晨科、税政科、州財税信息共享服券中′む:跡助局K管理

預算工作3負 責局机美党建及工、青、指工作。

李 曼 局党姐成長、州政府金融赤公室副主任:協助局

長分管亦公室、社会保障科、金融一科、金融二科,久 責州金

融亦日常工作。

局飯早、副凋研貝分工協作美系力:刀 金海一易江北 ,ヌβ

恙明―剌俊茶,童 12昌―李曼。

黄江屏 副調研員:協助局飯早孤好西双版納州被撤鋼城

市信用社托管象工作,主要III助 易江北、童工昌副局K升晨エ

作,完成党姐交亦的其化工作。

副凋研員李因1:協助局頷早孤好財政部西双版納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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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学会、会十学会工作,主要協助ヌβ恙明、力1俊本副局K升

晨工作,完成局党姐交亦的其他工作。

副調研ス易建国:休助局頷早孤好机美党建工作,主要協

助刀金海副局K牙晨工作,完成局党盪交亦的其化工作。

副凋研員牟蛉:協助李長副主任升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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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晏市区財政局

西双版納州財政局亦公室      2017年 5月 10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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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財政局亦公室閃位駅責

亦公室取責:鰊合炎理局机美日常政券。負賣文屯、会券、

督赤、催亦、机要、印章、宣侍、信息、信労、保密、楷案、

接待咲絡及后勤服券、宗合治理等工作;承担机美和宣属単位

的財券、政府采殉、国有姿声管理等工作;起草和修攻有美重

要報告わ文件;亦理人大代表建洸及政協提案;承担机美的財

芥、政府釆賄、国有姿声管理工作;負 責机美和宣属単位的机

胸端制、人事、党群和高退休人員管理服券工作;似打井姐鉄

実施財政系坑教育培シ1規 え1,似 I教育培う1有 美工作制度;空

鉄財政系坑千部的学所教育和上券培〕|;亦理机美人員因公出

国的有美手致。

一、亦公室主任取責

在局党姐和分管飯早的頷早下,全面負責亦公室工作;負

責仝局党姐会袂、局券会洪、局長亦公会的准各、休凋わ会袂

決定事項的落実工作;協調炎理亦公室わ局机美内外美系,机

好各項工作的落美;負 賣亦公室同恙思想政治教育和立券学コ;

机美財券管理工作;接照一出双取的要求机好亦公室党八廉攻

建没。

二、亦公室副主任取責

協助主任工作;接分工分管某方面的工作;受主任委托完



咸IEI美 工作。

(― )赤公室岳1主任:協 E1/t亦 公室主任分管文秘工作;意

メ形恣工作;保 密工作;文ギ楷案管理工作;信息采端和扱送

工作 ;信息公升、政券公升工作;督査督赤工作;協 E1/t微 好党

凩廉政建没;完成局飯早和亦公室主任交亦的其化工作。

(二 )亦/AN室岳1主任 :177助 亦公室主任分管人事管理工作 ;

千部教育培〕1工作;社会妹合治理和消防安全工作;会券工作 ;

信労工作;扶貪桂物工作;高退休千部管理和服券工作;率輌

和弯襲貝管理;机美后勤保障服券工作;取工住宿区管理工作 ;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主任交亦的其化工作。

三、文事管理開位取責

(一 )負 責以賣疱国内的各炎文、屯、信、国的登泥、特

園、外理、存楷、査借同、清退、硝毀等工作;微好文ギ楷案

室的管理。

(二 )負 責ヨト渉密屯子公文的答牧、打印及上扱工作。

(三 )負 責承亦局飯早的各炎文件批示,及 叶上特下迷。

(四 )負 責州委州政府督査事項、州財政局落実任券分解

和工作分工的眼踪落実,微好登泥、督亦、催亦工作。

(五 )戸格遵守廉浩自律規定和保密規定。

(六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飯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四、机美服努管理関位取責

(一 )負 賣各炎会袂的会券安排、会場布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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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 責千都駅工考勤登泥工作。

(三 )負 責机美日常鰊合治理和消防安全工作 ;

(四 )負 責微好扶貪桂物各項基拙性工作 ;

(五 )負 責机美高退休千部管理和服券工作 ;

(六 )率輌和弯襲貝管理、机美后勤保障服券工作和駅エ

住宿区管理工作 ;

(七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頷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五、会汁関位取責

(一 )負 責管理和監督州財政局的財券、固定姿声、票据

管理工作,填制各紳泥敗免IIE,炎理敗券,端制各紳財券扱表

及敗券信息。

(二 )戸格遵守廉浩自律規定わ保密規定。

(三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頷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六、出納関位取責

(一 )負 責管理和上督州財政局的現金、単位的支出和ll■

入、政府釆賄和寒星釆力、財券扱硝常核工作。

(二 )承亦公芥十的申頷或停止使用等手致。

(三 )負 責州財政局人員工姿端根和医庁保隆、公夕保隆、

生育保隆工作。

(四 )負 賣聘用人員工姿的造冊、友放,人員聘用芳功合

同、五隆亦理工作。

(五 )汗 /1a遵守廉浩自律規定和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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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飯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七、打字文印南位取責

(一 )負 責州財政局各炎文件、材料的打印、隻
`,及

装I
工作,倣到打印的文件材料美規、排版格式規疱;急件随送随

打印,倣至1不 秋圧、不延浜。

(二 )市 釣耗材,汰真愛ク、保赤机器没各井定期象修栓

査,友 生机器故障叶,及叶通知相美寺立人員逃行栓修。

(三 )負 責州財政局資料庫屯子文楷的建没工作,科学建

楷、存放各紳資料,方便査洵。

(四 )未姿局頷早或科室久責人同意,不得格州財政局文

件拷ス給其化単位和企人。

(五 )芦格遵守廉浩自律規定和保密規定。

(六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頷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八、扱刊牧3-i南位取責

(一 )負 責各炎扱千1、 染恙的分友,微至1当 天至1迷 的技千1、

染恙当天分友完半。

(二 )負 責局飯早亦公室、会洪室的清渚工生。飯早亦公

室毎星期至少微 2次工生,会袂室在毎次使用劣束后及吋ilL行

工生清指,会洪室在没有使用的期国内,毎星期至少微 1次エ

生。微好会袂室的管理工作。

(三 )戸格遵守廉浩自律規定和保密規定。

(四 )完成局飯早和亦公室飯早交外的其他工作。



九、司勤南位取責

(一 )戸格遵守率輌使用々管理制度,率網使用服双局亦

公室坑一凋配,妥保江准叶、安全出率。

(二 )提侶敬立精神,排究以上道徳 ,端正彗製作八。与

用車部 11稿好協作,未姿批准不得用公率亦私事。

(三 )率 中放有重要物品或文件資料,又必須高升率柄叶,

泣格其放子后行李箱中,井破好率 11。

(四 )愛ク率柄,保江机件、外現良好,微好 日常象ク与

保赤,4常保持率柄的清浩工生;行率辻程中必須片格遵守交

逍規只1,安全行襲,避免友生交通事故。

(五 )芦格遵守廉浩自律規定和保密規定。

(六 )完成局頷早和亦公室頷早交亦的其化工作。



州財政局亦公室工作分工

李 江 亦公室主任:在局党姐和分管頷早的飯早下,仝

面負責亦公室工作;負 責仝局党盪会袂、局券会洸、局K亦公

会的准各、協凋和会洪決定事項的落実工作;協調処理亦公室

和局机美内外美系,机好各項工作的落実;負 責亦公室同恙思

想政治教育和立芥学コ;机美財券管理工作;接照一蘭双取的

要求孤好亦公室党八廉政建没。

王 嬉 亦公室副主任:協助亦公室主任分管文秘工作 ;

意沢形恣工作;保 密工作;文ギ楷案管理工作;信息釆端わ扱

送工作;信′息公升、政券公升工作;督査督亦工作;協 3J7倣好

党ス廉攻建浚;完成局飯早和亦公室主任交外的其化工作。

王 穎 亦公室副主任 :171助 亦公室主任分管人事管理エ

作;千部教育培)1工作;社会環合治理和消防安全工作;会券

工作;信労工作;泣急管理;扶介桂物工作;高退休千部管理

和服券工作;率柄わ賀襲貝管理;机美后勤保障服券工作;取

工住宿区管理工作;完成局飯早和亦公室主任交亦的其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