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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水利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22 年单位预算公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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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主要职责:（一）承担全市水利工程基础资料的调查、收集

工作。（二）负责为防汛抗旱抢险工作提供技术保障。（三）推广

水利新技术、新工艺。（四）承担水利水电工程规划等前期工作。

（五）负责水利基础设施的安全评估工作。（六）开展水利政策

调查研究工作。（七）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机构设置：渭南市水利技术推服务中心是渭南市水务局驻局

正科级全额事业单位，（公益一类）。现有编制 10 名,经费实行财

政全额拨款。

二、工作任务

一是做好水利工程基础资料的调查、收集工作。

二是做好水利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工作。

三是做好水利水电工程规划方面工作。

四是做好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五是做好水利基础设施安全评估方面工作。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0 人，事业编制 10 人；实有

人员 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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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100.9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100.9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较上年增

加 44.50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本单位当

年预算支出 100.9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0.92 万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50 万元，主要

原因是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00.92 万元，其中一般共预算拨

款收入 100.9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50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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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100.9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0.92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50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00.92 万元，较上年增

加 44.50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92 万元，其中：

（1）事业运行（2130317）91.31 万元，较上年增加 39.64

万元，主要原因是原因是增加 1 人工资等相关费用。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9.61

万元，较上年增加 4.86 万元，原因是上年增加 1 人，养老保险

也相应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92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86.81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31 万元，

原因是上年增加 1 人，工资福利支出也相应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5 万元，

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公用经费相应增加；

资本性支出（310）2.8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4 万元，原

因是购置办公资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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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0.92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86.81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31

万元，原因是上年增加 1 人，工资福利支出也相应增加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1.9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5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公用经费相应增加；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03）2.9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7

万元，原因是购置办公资产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上年及当年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等预算。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当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 3.9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类预算 2.9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1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类预算 0 万元。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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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00.92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4.13万元，较上年0.96万元，

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公用经费相应增加。

十、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差旅费、专用材料及一般

设备购置费及其他费用。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3.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

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2022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渭南市水利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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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00.92 86.81 4.11 1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1 9.6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支出 9.61 9.6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支出 9.61 9.61 

213

农林水支出 91.31 77.20 4.11 10.00 

21303

水利 91.31 77.20 4.11 10.00 

2130317

水利技术推广 91.31 77.20 4.11 10.00 



表2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00.92 86.81 4.11 1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6.81 86.81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5.48 35.4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80 5.8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95 23.9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61 9.6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4 3.0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89 0.89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21 7.2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84 0.8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19 4.11 7.08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3 2.85 1.28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 1.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80 0.8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 4.00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6 1.26 

310 资本性支出 2.92 2.92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2.92 2.92 



表3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90.92 86.81 4.1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61 9.61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61 9.61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9.61 9.61 

213 农林水支出 81.31 77.20 4.11 

　　21303 水利 81.31 77.20 4.11 

　　　　2130317 水利技术推广 81.31 77.20 4.11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90.92 86.81 4.11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6.82 86.81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5.48 35.4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80 5.8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95 23.9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61 9.6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4 3.0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89 0.89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21 7.2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84 0.8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1 4.11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5 2.85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6 1.26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表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合计 10.00 

1 全额 10.00 

　　103016 渭南市水利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10.00 

　　　　 专用项目 10.00 

　　　　　　 部门预算专用项目 10.00 

　　　　　　　　 新技术推广工作经费 7.08 

　　　　　　　　 新技术推广工作经费（购置资产）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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