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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554.13 科学技术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54.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34.72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5.5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20.60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574.73 本年支出合计 640.22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65.49

收入总计 640.22 支出总计 640.22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专项收入
预算内投
资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640.22 554.13 554.13 20.60 65.49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34.72 548.63 548.63 20.60 65.49

　05 　气象事务 634.72 548.63 548.63 20.60 65.49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424.72 338.63 338.63 20.60 65.49

　　2200509 　　气象服务 210.00 210.00 21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 5.50 5.50

　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 5.50 5.50

　　2210203 　　购房补贴 5.50 5.50 5.50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合计 640.22 440.22 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34.72 434.72 200.00

　05 　气象事务 634.72 434.72 200.00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424.72 424.72

　　2200509 　　气象服务 210.00 10.00 2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 5.50

　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 5.50

　　2210203 　　购房补贴 5.50 5.50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554.13 一、本年支出 554.13 554.13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54.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48.63 548.63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5.50 5.5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554.13 支出总计 554.13 554.1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554.13 354.13 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48.63 348.63 200.00

　05 　气象事务 548.63 348.63 200.00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338.63 338.63

　　2200509 　　气象服务 210.00 10.00 2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 5.50

　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 5.50

　　2210203 　　购房补贴 5.50 5.5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354.13 335.72 18.41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35.72 335.72

　30101 　基本工资 76.20 76.20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5.50 5.50

　30103 　奖金 50.00 50.00

　30106 　伙食补助费 11.00 11.0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49.37 49.37

　3010702 　奖励性绩效工资 32.91 32.9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3.00 23.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9.00 19.00

　3011204 　其他保险 5.00 5.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35.00 35.00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12.00 12.0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74 16.7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41 8.41

　30211 　差旅费 1.14 1.14

　30228 　工会经费 3.23 3.23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29 　福利费 4.01 4.01

310 资本性支出 10.00 1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10.00 10.00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308002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注：本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收入、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2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地面碘化银发生器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

地方单位
实施单位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1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再建设一批“碘化银地面发生器”。组织全省布设具备智能遥控功能和风向、风速、上升气流探测能力的第
四批“碘化银地面发生器”，提高我省生态红线保护区生态修复人工增雨作业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12套地面碘化银发生器购置 =12套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地面碘化银发生器故障发生率 <=1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地面碘化银发生器投入使用率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影服务社会效益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森林火灾受害率% <=1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作业点影响区域生态环境控制有效性 >=85%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人工影响天气影响地区群众满意度 >=9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智慧业务系统2.0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

地方单位
实施单位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1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升级改造全省人工影响天气智慧业务系统1.0，加强人影五段业务化紧密联系、空地智慧一体一会业务WEB化
建设，就人影天气端、APP端及当前人影电子沙盘对接，“五段业务”自动化、作业效果检验等方面进行详
细设计，形成涵盖省市县三级联动、上下协同的全省人工赠雨、防雹业务全流程的全省人工影响天气智慧业
务系统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全省人工影响天气智慧业务系

统1.0升级
=1套

质量指标 业务系统运行故障率 <=10%

时效指标 业务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1

成本指标 项目升级开发成本 <=1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数据库信息质量、共享率 提升3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人影效果评估质量 提升30%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数据持续使用性 >=20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