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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
江西省地矿局赣中地质大队为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下属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公益性、战略性、商业性地质勘查、测
绘等业务。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地勘经济。

二、基本情况
2021 年本单位编制人数 300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
制人数 300 人,实有人数小计 416 人,其中：
在职人数小计 200
人,包括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200 人,退休人数小计 213 人,
遗属人数 3 人。

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 收 入 预 算 总 额 为 3173.86 万 元 , 较 上 年 减 少
357.16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91.2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98.55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800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00 万元;其它收入 300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300 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网上结转 382.59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41.39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3173.86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2789.27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148.55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2074.13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0.5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61 万
元,资本性支出 10 万元；项目支出 384.59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减少 208.61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23.04 万元,
资本性支出 261.5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0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3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56.6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24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674.22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42.4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2.2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22.24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20.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2074.13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155.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03.5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78.5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6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 3.29 万元;资本性支出
271.5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减少 331.15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1691.27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498.55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0 万元,卫
生健康支出 156.6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313.87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20.8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基本支出 1689.27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48.55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561.03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3.6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4.61 万
元；项目支出 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50 万元,包括:
商品和服务支出 0.8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13.9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1.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7 万元。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1 辆。
2021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
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7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5 万元,与上年安排金额一致。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 万元,与上年安排金额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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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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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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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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反映我局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
关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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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指局属事业单位其他用于资源
勘探业方面的支出。
（四）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国土资源事务（款）
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支出（项）
：反映省财政厅根据《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6]4 号）安排的地
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支出。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反映按照房改政策规定，我局向符合条件职工发
放的用于购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