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成都水文水资源勘测局2021年部

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成都水文局职能简介。

四川省成都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主要担负为各级政府防

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水文情报预报，为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

搜集基本资料，为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水量水

质监测、水资源调查评价等服务职责。同时，我局还对辖区

内水文行业进行归口管理和指导，负责和组织水文水资源、

水环境监测、水文情报预报、水文分析计算及水资源调查评

价、水文科技和教育等工作，为全省防汛救灾、生态建设、

水保、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及开发利用提供服务。

（二）成都水文局 2021 年重点工作。

2021年成都水文局将坚决贯彻落实水利改革发展总基

调，以“大水文”发展为蓝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抢抓机遇、砥砺奋进，改革工作机制，发挥技术、装备、人

才等优势，主动融入地方、服务地方，为成都市防汛减灾、

水资源管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及

时、精准、高效、全面的水文支撑服务,为新时代四川水利“补

短板夯弱项、强监管优服务”提供了坚强水文支撑，为全面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水文保障。



二、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都水文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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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收入、上年结转收入。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成都

水文局2021年收支总预算 2248.29万元,比2020年收支预算

总数增加 593.17 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和部门预算编

制内容增大了。

（一）收入预算情况

成都水文局 2021 年收入预算 2248.29万元，其中：上年

结转 103.72万元，占 5%；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70.67万

元，占 65%；其他收入 673.9万元，占 30%。

（二）支出预算情况

成都水文局 2021 年支出预算 2248.29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759万元，占 78%；项目支出 489.29万元，占 22%。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成都水文局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574.39万元,

比 2020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 54.92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上年项目结转。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70.67万元、

上年结转 103.72；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6.5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15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58 万元、农林水支出

1261.8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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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水文局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470.67万

元，比 2020 年预算数减少 48.8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培训支出 6.5万元，占 0.4%；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102万元，占 7%；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3，占 3.6%；事业单位医疗 58万元，占 4%；水质监测 19.5

万元，占 1.3%；水文测报 1134.87万元，占 77.1%；防汛 3.8

万元，占 0.3%；住房公积金 93万元，占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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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万元，主要用于：对单位专业人员进行技术

培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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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1年预算数为 53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2021年预算数为 58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

医疗保险。

5.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质监测（项）2021年

预算数为 19.5万元，主要用于水质监测。

6.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文测报（项）2021年

预算数为 1134.87万元，主要用于水文局人员工资性支出以

及江河湖库的水文测报、水文测验、水文情报预报、水文资

料整编及水文设施运行维护等。

7.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防汛（项）2021年预算

数为 3.8万元，主要用于防汛通信设施设备、防汛物资费、

网络系统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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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的住房

公积金。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成都水文局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360.1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1173.9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365.6 万

元、津贴补贴 13 万元、绩效工资 308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缴费 102 万元、职业年金 53 万元、社会保险缴费



63.4 万元、住房公积金 93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5.64

万元、生活补助 10.22 万元、奖励金 0.05 万元。

公用经费 186.1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15 万元、印

刷费 2 万元、水费 2 万元、电费 10 万元、邮电费 5.19 万元、

差旅费 24.36 万元、维修（护）费 38.79 万元、会议费 3 万

元、培训费 6.5 万元、公务接待费 0.25 万元、劳务费 2 万

元、工会经费 33.6 万元、福利费 10.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17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6 万元。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成都水文局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17.25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2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 17万元。

（一）公务接待费与 2020 年预算持平。

2021 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上级督察工作、其他单位交

流学习等接待工作。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 2020 年预算与

2020 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3 辆，其中：越野车 2辆，其他 1 辆。

2021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7万元，用于 3 辆公

务用车燃油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过桥付费等方面支出，

主要保障水文测报运行维护、水质监测与评价专项业务、防

汛等工作开展。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成都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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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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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水文局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

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成都水文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131.32 万元，

主要用于采购仪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设施设备等。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底，成都水文局共有车辆 3 辆。其中，省

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定向保障用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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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成都水文局无 100 万元及以上项目，按照预算编

制要求，无需编制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十、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拨付的资金。

2.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

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

面的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

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施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项）:反映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

的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

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5.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反映政府用于水利方面

的支出。

水质监测（项）:反映水利系统纳入预算管理的水质监

测事业单位的支出。有关事项包括水质监测仪器设备运行维

护，水环境监测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进行水样品采集、



保存、运输、测试、化验、分析、资料整编、发布水质公报

等。

水文测报（项）:反映水利系统纳入预算管理的水文事

业单位的支出，包括江、河、湖、库的水文测报，水文测验、

水文情报预报、河道监测，水量调度监测，水文业务管理，

水文水资源公报编制、水文资料整编及水文设施运行维护

等。

防汛（项）:反映防汛业务支出。有关事项包括防汛物

资购置管护，防汛通信设施设备、网络系统、车船设备运行

维护，防汛值班、水情报汛、防汛指挥系统运行维护、水毁

修复以及防汛组织（如防汛预案编制、检查、演习、宣传、

会议等），汛期调用民工及劳动保护，水利设施灾后重建，

退田还湖，蓄滞洪区补偿，水情、雨情、决策支持，防汛视

频会商，山洪灾害防治等。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政事

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事、财政部

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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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