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名称：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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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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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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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0 科学技术支出 3.0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56.8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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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8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242.55   

本年收入合计 1,618.23 本年支出合计 1,825.17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206.94

收入总计 1,825.17 支出总计 1,825.17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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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17 206.94 956.80 956.80 418.88 242.5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0 3.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3.00 3.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3.00 3.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16.67 203.94 951.30 951.30 418.88 242.55

　05 　气象事务 1,816.67 203.94 951.30 951.30 418.88 242.55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127.81 193.62 741.30 741.30 147.39 45.50

　　2200509 　　气象服务 210.00 210.00 210.00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478.86 10.32 271.49 1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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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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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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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17 1,143.31 681.86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00 3.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3.00 3.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3.00 3.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16.67 1,137.81 678.86

　05 　气象事务 1,816.67 1,137.81 678.86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127.81 1,127.81

　　2200509 　　气象服务 210.00 10.00 200.00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478.86 4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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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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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0 一、本年支出 956.80 956.8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56.8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51.30 9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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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0 支出总计 956.80 956.8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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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956.80 756.80 2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51.30 751.30 200.00

　05 　气象事务 951.30 751.30 200.00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741.30 7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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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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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80 729.20 27.6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729.20 729.20

　30101 　基本工资 193.08 193.08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20.43 20.43

　30103 　奖金 74.46 74.46

　30106 　伙食补助费 27.76 27.76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109.55 109.55

　3010702 　奖励性绩效工资 73.03 73.03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8.00 38.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32 50.32

　3011204 　其他保险 5.00 5.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76.37 76.37

　30114 　医疗费 2.86 2.86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16.00 16.00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2.34 42.3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60 17.60

　30211 　差旅费 1.14 1.14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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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0.25

　30228 　工会经费 8.55 8.55

　30229 　福利费 5.22 5.22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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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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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0.2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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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地方单位

联系人 吴丽萍 联系电话 0791-88699828

部门基本信息

是否为一级预算主管部门 是 上级主管部门

部门所属领域 农业 直属单位包括
江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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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设职能部门 编制控制数 68

在职人员总数 46 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0

事业编制人数 46 编外人数 4

当年预算情况（万元）

收入预算合计 1825.17 其中：上级财政拨款

本级财政安排 1163.74 其他资金 661.43

支出预算合计 1825.17 其中：人员经费 1020.02

公用经费 123.29 项目经费 681.86

部门（单位）目标

部门职能分解 部门中期目标 部门年度绩效目标

（1）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对重大灾害性
天气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监测、预报
工作，及时提出气象灾害防御措施，并
对重大气象灾害做出评估，为本级人民
政府组织防御气象灾害提供决策依据；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众气象预报、灾害
性天气警报以及农业气象预报、城市环
境气象预报、火险气象登记预报等专业
气象预报的发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
气象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坚持“政治业务深度融合、软硬实力同
步提升”的发展思路，统筹协调新冠疫情防控、气
象保障服务和改革发展稳定，倾力服务“六稳”“
六保”。

一是全力做好气象保障服务；二是大力
攻坚气象现代化。

（2）制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案，并在本
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管理、指导
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管理
雷电灾害防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
可能遭受袭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
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检测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气
象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坚持“政治业务深度融合、软硬实力同步提升
”的发展思路，统筹协调新冠疫情防控、气象保障服
务和改革发展稳定，倾力服务“六稳”“六保”。

一是持续推进气象事业发展；二是加强气
象治理能力建设。

（3）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提
出利用、保护气候资源和推广应用气候资
源区划等成果的建议；组织对气候资源开
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气
象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坚持“政治业务深度融合、软硬实力同步提升
”的发展思路，统筹协调新冠疫情防控、气象保障服
务和改革发展稳定，倾力服务“六稳”“六保”。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历史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地面作业服务次
数700次

700

开展飞机人工增雨作
业服务10架次

10

发布省级预警信息 800
完成农产品气候品质 30
完成大气环境气候评 12

质量指标

完成碘化银地面发生 100%
集约整合省级预警信 100%
完善“江西微农”数 100%
气候变化思路和对策 100%

时效指标

按计划及时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服务

100%

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

100%

编发农业高影响天气
分析、农用天气预报
、每日天气与农事等
各类服务产品

100%

及时发布气象生态信
息

100%

成本指标

本年结转结余率较上
年降低5%

5%

主动预算调整率小于 2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支出率小于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大于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避免气象灾害造成的
经济损失

100%

提供气象信息提高农
产品产量

100%

社会效益指标
创新开展气象科普工
作

100%

提供农产品气候品质
评价服务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因地制宜开展生态型
人工增雨作业，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

100%

温室气体监测评估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气象预警技术升
级

100%

提升特色领域科技支
撑能力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大于
95%

95%

填报单位负责人：詹丰兴 填报人：吴丽萍 填报时间：2021年2月3日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气象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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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中心、江西省农
业气象中心、江西
省生态气象中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78.86
其中：财政拨款 200

其他资金 4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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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数 >=11

质量指
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时效指
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95

成本指
标

概算控制基本符合要求项目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
益指标

防灾减灾经济建设效果评估（%） >=85

生态效
益指标

生态气象影服务社会效益 >=90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项目可持续率 >=90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灾害风险课题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所属

地方单位
实施单位

江西省生态气象中
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01-20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3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既定工作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制作风险区划图（类） >3类
质量指标 数据准确率（%） >=95%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年） =1年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权威标准期刊研究成果发表数（篇） >=1篇

社会效益
指标

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次） >=2次

生态效益
指标

4 >=2项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为防灾减灾持续提供产品（期） >2期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