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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省级事业单位有四个单位，分别是江

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

警中心、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江西

省气候变化监测评估中心），上述四单位主要职责如下：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1992 年经江西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文成立，为处级事业机构。主要

职责：在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管理、指导和协调全省人工

影响天气工作。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规章，拟定全省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的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规范；负责制定全省人工影

响天气工作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管理、指导

和组织实施全省地面、空中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负责全省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资格和作业人员资格的审批；负责管理

和统一配置全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弹药；负责全省人

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安全监督、管理和检查；承担全省人工影

响天气重大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



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是主管江西省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及气象预警与应急工作的省政府直属机构，其

主要职责是：1.负责江西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建

设、运行和维护工作，负责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相关政策

研究和标准、规范的制订，负责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

对接和相关任务的落实。2.承担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

办公室日常工作，及时掌握、分析重要气象灾害信息，并向

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提出防御建议；承担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业务工作，向有关部门和责任人提供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评估和总结，承办气象灾害防御部

门联动、气象防灾减灾对外业务交流和合作等事宜。3.承担

《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和江西省气象灾害

分灾种应急预案的编制起草工作，实施省级气象灾害应急演

练。4.负责突发事件应急气象保障和气象灾害应急服务，牵

头开展重特大自然灾害抢险、森林火灾、危险化学品泄漏、

核安全事故、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气象保障组

织工作，以及现场应急气象服务。5.组织实施全省气象宣传

与科普工作，负责中国气象报江西记者站日常工作，负责新

闻发布会的组织实施工作。以江西省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名

义，联系、接洽社会媒体和新闻单位。6.承担上级主管部门

交办的其他任务。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是省编办 2015 年批准成立的正处



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全省农业气象

服务专项业务、制订农业气象服务业务流程及规范、对全省

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防灾减灾技术指导、组织农业气候资源

普查评估与开发利用、组织编制农业气象发展规划、组织区

域农业气象灾害联合防御、制作提供水稻、油菜、柑桔、棉

花、油茶等大宗农产品气象服务产品、组织发布重要农事气

象指导、组织发布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信息、组织开

展农产品气候品质论证、承担江西农业经济信息网日常管理

和开发维护、开展农业气象灾害防御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

用等。

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江西省气候变化监测评估中心）

是 2016 年 12 月底经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

新成立的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17 年正式组建运行。

主要职责：承担全省生态环境气象和气候变化监测评估，组

织重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气象服务，负责气候变化对敏感行

业的影响评估，开展全省气候变化及极端事件监测业务和服

务，开展生态气象和气候变化科研及科普活动。

二、部门基本情况

2019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共有4个二级预算单

位,编制人数小计 68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68人,

实有人数小计 46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46 人,包括全部补

助事业在职人数 46 人。其中：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



组办公室 18 人、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12 人、江西

省农业气象中心 8 人、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江西省气候变

化监测评估中心）8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2019 年部门预算情

况说明

一、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9 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收入预算总额为

1804.33万元,较上年增加948.32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876.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2.8 万元;其它

收入 191.7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29.71 万元;国库集

中支付网上结转 702.81 万元,全部为 2017 年国库集中支付

结余;财政资金结转结余 3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3万

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9 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支出预算总额为

1804.33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106.6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450.6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843.97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81.0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 万元,



资本性支出 180.25 万元；项目支出 697.72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497.72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585.22 万

元,资本性支出 12.5 万元,其他支出 10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科学技术支出 20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2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1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9.1 万元;农林水支出 350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350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409.73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59.2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5 万元,

与上年预算安排相同。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843.97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310.3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66.31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84.5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3 万元;资本性支出 192.75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52.19 万元; 其他支出 100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9 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总额 876.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2.8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71.3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5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基本支出 776.8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182.8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549.56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46.9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3 万元,资本

性支出 180 万元；项目支出 1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00 万元,包括:其他支出 10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19 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9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261.34 万元，比 2018 年预

算增加 138.98 万元，增长 113.58%。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

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180.25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80.25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2 辆。

(八)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 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 1 个，涉及资金

100 万元，其中：二级项目 1 个，涉及资金 100 万元。

二、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 年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三公"经费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 6 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 0.8 万元,比上年减少 0.97 万元, 主要原因

是厉行节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2 万元,比上年减 4.77 万元, 主

要原因是实行公车改革，公务用车数量减少。

第三部分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2019年部门预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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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

基金弥补 2019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18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反映各项外用于其他科

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反映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2130315 抗旱 反映用于抗旱业务的支出。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反映气象事业单位的基本支

出。

2200509 气象服务 反映为社会公众和政府等部门提

供气象预报预测服务产品以及为国家安全、防汛抗旱、防雷、

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农村建设、农牧业生产等提供气象服务

方面的支出。

2210203 购房补贴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单位向符

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