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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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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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1 科学技术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4.8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7.16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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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5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24.50   

本年收入合计 227.16 本年支出合计 247.16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20.00

收入总计 247.16 支出总计 247.16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 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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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合计 247.16 20.00 124.81 124.81 77.85 24.5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5 　气象事务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247.16 20.00 124.81 124.81 77.85 24.50

　　2200509 　　气象服务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203 　　购房补贴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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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6 247.16

206 科学技术支出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5 　气象事务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247.16 247.16

　　2200509 　　气象服务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203 　　购房补贴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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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1 一、本年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4.8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4.81 124.81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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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1 支出总计 124.81 124.8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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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1 124.81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5 　气象事务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24.81 124.81

　　2200509 　　气象服务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2 　住房改革支出

　　2210203 　　购房补贴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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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1 122.73 2.0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22.73 122.73

　30101 　基本工资 39.12 39.12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3.68 3.68

　30103 　奖金 0.00 0.00

　30106 　伙食补助费 6.68 6.68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18.85 18.85

　3010702 　奖励性绩效工资 12.57 12.57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0.00 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56 11.56

　3011204 　其他保险 0.00 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17.37 17.37

　30114 　医疗费 1.30 1.30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0.00 0.0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60 11.6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8 2.08

　30211 　差旅费 0.25 0.25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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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17 　公务接待费 1.83 1.83

　30228 　工会经费

30205 水费

30206 电费 5.50 5.50

30207 邮电费 2.00 2.00

30214 租赁费 8.00 8.00

30226 劳务费 2.00 2.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3.00 3.00

30239 其他交通费 2.50 2.50

302990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 2.00

　30201 办公费 2.00 2.00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3江西省气象灾害应急预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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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0.25 0.2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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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项目日期范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建设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质量指
标

时效指
标

成本指
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
益指标
生态效
益指标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注：本单位本年度未安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