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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简介

遂宁水文中心负责管辖区域内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监测

和防汛抗旱减灾、水资源管理决策所需水文信息支撑等工

作。

二、2022年重点工作

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开展洪水预报、水资源管理和服

务、地下水监测、水质断面监测，进行水旱灾害风险普查二

期勘查，开发水文风险管理平台，开发天地一体化预警系统

升级，为防汛减灾添砖加瓦，水文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第二部分 四川省遂宁水文水资源

勘测中心

2022年单位预算表



一、单位收支总表（公开表 1）

二、单位收入总表（公开表 1-1）



三、单位支出总表（公开表 1-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公开表 2）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公开

表 2-1）



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

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1）



八、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2）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3）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公开表 4）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公开

表 4-1）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公开表 5）

十三、单位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公开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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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遂宁水文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收支预

算总数 1195.67 万元,比 2021 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742.98万

元，主要原因是上年结转基建项目资金。

（一）收入预算情况

遂宁水文中心 2022年收入预算 1195.67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 793.32 万元，占 66.35%；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92.35万元，占 32.81%；事业收入 10万元，占 0.84%。

（二）支出预算情况

遂宁水文中心 2022年支出预算 1195.67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343.57 万元，占 28.73%；项目支出 852.1 万元，占

71.27%。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遂宁水文中心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1185.67万

元,比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825.98万元，主要

原因是上年结转财政基建项目资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92.35万元、上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93.32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8.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3.12万元、农林水支

出 1123.4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0.89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92.35万

元，比 2021 年预算数增加 32.66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年

上缴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用于农林水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8.2万元，占 7.19%；卫生健康支

出 13.12万元，占 3.34%；农林水支出 330.14万元，占 84.15%；

住房保障支出 20.89万元，占 5.32%。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

18.6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 9.51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2022年预算数为 13.1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

医疗缴费。

4.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质监测（项）2022年



预算数为 8.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水质监测仪器运维、水

样采集与化验。

5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水文测报（项）2022年

预算数为 317.64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中小河流水文测报、

水文情报预报、水文资料整编等。

6.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防汛（项）2022年预算

数为 4万元，主要用于：防汛业务方面支出。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2022年预算数为 20.89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住房公

积金缴纳。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333.57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259.4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工会经费、福利费、住房公积金

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公用经费 74.1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

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遂宁水文中心 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3.91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1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 3.73 万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2 年省级年初单



位预算暂不编列因公出国（境）经费。执行中，单位确需执

行出国（境）任务和计划的，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按程

序报批后安排经费。

（一）公务接待费与 2021 年预算持平。2022年公务接

待费计划用于使用公函进行的公务接待。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1 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2辆，其中：轿车 1辆，越野车 1辆。

2022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73 万元，用于 2 辆

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巡测、检

查等工作开展。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

排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遂宁水文中心 2022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安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遂宁水文中心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

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遂宁水文中心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3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遂宁水文中心共有车辆 2 辆，其中，

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定向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

车 0辆。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台。

2022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2 年遂宁水文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10 个，

涉及预算 402.35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2 个，涉及预算

269.41 万元；运转类项目 3 个，涉及预算 84.48 万元；特定

目标类项目 5 个，涉及预算 48.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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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采购预算

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

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二、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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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

指用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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