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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
队 2021 年 

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职能简介。 

主要从事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矿产勘查开发与矿山服

务、生态环境与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治理与工程地质勘

察、地质遗迹保护与地质公园申报、土地调查与规划、旅游

资源开发、信息工程、测绘等工作。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始建于 1959 年，现有员工 324 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00 余人。是四川省唯一一支区域地质调

查专业队伍，多次被部、省嘉奖，授予“地质找矿功勋单位”、

“大庆式”企业、地矿部政治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二）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重点工作。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开局之年，

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望未来发展，我们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准确把握历史方位，自觉肩

负历史使命，坚持“为工业找矿、为产业和民生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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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全力深化“五个地矿”建设，大力实施“地质+”战

略和“互联网+地质”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单位高质量发展。着重抓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1、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拓宽地质服务领域  

2、重视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3、积极应对改革，有序推进事企分离 

4、扩大开放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5、加强内部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6、增强党建引领，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7、构建特色地勘文化，充分改善民生 

二、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所有收入和

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住房保障

支出。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2021年收支总预算 5610.72万元,

比 2020 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255.5 万元，主要原因是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减少 743.61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增

加 488.11 万元。 

（一）收入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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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收入预算 5610.72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54.54 万元，占 75.83%；事业

收入 1356.18 万元，占 24.17%。 

（二）支出预算情况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支出预算 5610.72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4310.72 万元，占 76.83%；项目支出 1300.00

万元，占 30.16%。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4254.54 万元,比 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减少743.61万

元万元，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减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54.54 万元；

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28.7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74.85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109.3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336.67 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4254.54 万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减少 743.61 万元，主要原

因是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支出 5 万元，占 0.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28.72

万元，占 17.13%；卫生健康支出 74.85 万元，占 1.76%、资

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109.30 万元，占 73.08%；住房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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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7 万元，占 7.9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2021

年预算数为 5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员工的培训。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1 年预算数为 72.24 万元，

主要用于离休人员工资和生活补助。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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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预

算数为 436.78 万元，主要用于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

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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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预算数

为 218.39 万元，主要用于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

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1 年预算数为 1.31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其他方面的支出（6.30

人员特殊困难补助）。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74.85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 

7.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项）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3109.3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

基本工资1523万元、津贴补贴44.25万元、绩效工资12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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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工伤及生育险 13.75 万元，独生子女奖励金 0.86 万

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 万元，办公费 8 万元、

咨询费 5 万元、水费 2万元、电费 5 万元、邮电费 5 万元、

差旅费 14.5 万元、维修费 9 万元、工会经费 46.68 万元，

福利费 45.69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万元、专业设备

购置 130 万元。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2021 年预算数为 336.67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按规定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4110.54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3956.67 万元，主要包括：基

本工资 1,523.00 万元、津贴补贴 44.25 万元、绩效工资

1,234.57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36.78 万

元、职业年金缴费 218.39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4.85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75 万元、住房公积金

336.67 万元、离休费 35.3 万元、退休费 36.94 万元、奖励

金 0.86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1 万元。 

公用经费 153.8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8万、咨询费

5 万、水费 2万元、电费 5 万元、邮电费 5万元、差旅费 14.5

万元、维修（护）9 万元、培训费 5 万元、工会经费 46.68

万元、福利费 45.69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 万元。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2021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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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经费预算。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

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2021 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

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共有车辆 8 辆，

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定向保障用车 0 辆、执法

执勤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2021 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 万元

以上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2021 年四川省地矿

局区调队 100 万元及以上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

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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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

意度等情况。 

十、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指用于事业单位员工的培训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用于事业单位离休人员

工资及生活补贴。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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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部门实施养

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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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部门实施养老保

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离退休其他方面的支出（6.30 人员特殊困难补助）。 

（八）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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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九）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指局所属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

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十）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指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附件：表 1.单位收支总表 

      表 1-1.单位收入总表 

      表 1-2.单位支出总表 

表 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表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 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 3-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6.2021 年省级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