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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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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
制人数 830 人,实有人数小计 1437 人,其中：在职人数小计
475 人,包括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475 人,离休人数小计 1
人,退休人数小计 770 人, 遗属人数 188 人,长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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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0.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724.61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680.17 万元,
较 上 年 预 算 安 排 增 加 124.61 万 元 ;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26800.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800.00 万元;其它收
入 800.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00.00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32280.17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31972.70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12460.61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6231.0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628.7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2.84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00 万元；项目支出 307.4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64.00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123.47 万元,资本性支出 184.0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2.00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0.00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500.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00.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 31288.1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2224.61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6231.08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869.4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752.25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610.8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92.8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0.39 万元;资本性支出
204.0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4.0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4680.17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124.61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92.00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500.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688.17 万

元。
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基本支出 4457.21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减少 55.39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4052.92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311.4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2.84 万
元；项目支出 222.9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80.00 万
元,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 122.96 万元,资本性支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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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9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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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9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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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万元,其中:
公务接待费 7.35 元,比上年减 2.80 万元, 主要原因是：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把财政支出关口、坚
持过紧日子的若干措施》相关要求，压减工作经费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23 万元,比上年减 0.38 万元,

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把财政
支出关口、坚持过紧日子的若干措施》相关要求，压减工作
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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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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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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