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2021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组构成

决算工作负责人：李 颖

决算编制组成员：焦 玮

报告编写组成员：焦 玮



目 录

一、基本情况 ..................................................................................... 1

(一) 单位职责 ............................................................................... 1

(二) 机构设置 ............................................................................... 1

二、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 2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 2

(二) 收入决算表 ......................................................................... 3

(三) 支出决算表 ......................................................................... 4

(四)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 5

(五)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 6

(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 7

(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 8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 9

(九)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 10



三、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1

(一) 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1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 12

(三)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5

(四)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 16

(六) 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6



1

一、基本情况

(一) 单位职责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是中国地质调

查局直属正局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水资源、地热（

干热岩）资源、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和评价工作，承担地质安全

、生态修复、国土空间、水工环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承担自

然资源和水工环地质调查监测技术方法研究及仪器设备研发、

推广与检验检测工作，向社会提供公益性地质服务和成果转化

应用。

(二) 机构设置

单位内设办公室、科学技术处、财务处、装备处、人事教育

处、党委办公室、纪检审计处、离退休干部处、安全和保密处、

基建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 11 个管理服务部门及水资源调查监测

室、地热资源调查监测室、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室、地质安全风险

评价室、水土环境与生态修复室、国土空间综合研究室、 自然资

源督察技术室、干热岩勘查开采室、钻探技术室、地球物理技术

室、水文地质研究室、水环境实验室、地质仪器计量质检中心、

水环技术与装备研发中心、信息化室、成果应用与转化中心 16

个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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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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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 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收入情况

2021年度总收入34,726.08万元,同比增加7.4%，主要为中心

事业收入较上年增加。其中：本年收入 28,248.27万元，上年结

转和结余6,477.81万元。

本年收入中：中央财政拨款21,396.10万元，占比75.74%； 事

业收入6,817.87万元，占比24.14%；其他收入34.3万元， 占比0.12%。

2021 年收入情况分析

2.支出情况

2021年度总支出为34,726.08万元，同比增加7.4%，其中本年

支出26,733.76万元，结余分配1,510.09万元，结转下年6,4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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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年支出中：基本支出6,158.03万元， 占总支出的23.03%，

项目支出20,575.73万元， 占总支出的76.97%。

2021 年支出情况分析

3.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21,396.10 万元， 同 比增加

4.94%；财政拨款本年支出 21,787.74 万元， 同比增加 0.49%。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中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 21,787.74 万元，

同 比增加 0.49% ，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02.12 万元， 占比 4.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 19,837.12

万元， 占比 91.05%；住房保障支出 948.5 万元， 占比 4.35%。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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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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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预算为 209.94 万元，支出决算为 209.94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

机关事业答案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

年初预算为 528.12 万元，支出决算为 528.12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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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预算为 264.06 万元，支出决算为 264.06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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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类) 自然资源事务 (款) 地

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项)

年初预算为 16,591.43 万元，年中调剂追加预算 362.83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5,756.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2.94%。决算数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部分工作任务于下年继续开展。

5.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类) 自然资源事务 (款) 事

业运行 (项)

年初预算为 3,052.65 万元，支出决算为 3,052.65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6.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类) 自然资源事务 (款) 其

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

年初预算为 1,027.9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27.96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7.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积金 (项)

年初预算为万元 608.79 万元，支出决算为 608.79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0%。

8.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款) 购房补贴 (项)

年初预算为万元 339.71 万元，支出决算为 339.71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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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003.2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231.7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

养老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公用经费771.53万元，主要包括电费、邮电费、物业

管理费、差旅费、维修 (护) 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

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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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1.4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60%，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0.83

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0.58万元，完成全

年预算的13.91%；因公出国(境) 费未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

求，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二是因受

新冠疫情影响，因公出国(境) 未发生支出。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0.83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

的燃料费、过路过桥费支出。

2.公务接待费支出0.58万元， 中心2021年公务接待共15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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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人次， 中心公务接待均有公函。

3.因公出国 (境) 费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未发生支出。

(五)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无

(六) 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政府采购支出

2021年政府采购类型主要是货物和服务，采购支出金额

4,879.4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金额2,316.91万元，政府采购

服务金额2,562.5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2,492.21万元，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865.39万元。

2.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 日，水环中心共有车辆16辆，其中：其他

用车16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等工作用车；单位

价值50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40台 (套) ，单位价值100万元及以

上的专用设备16台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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