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2,708.03 一般公共服务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708.03 公共安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教育

事业收入 4,000.00 科学技术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2,000.00 文化体育与传媒

上级补助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 371.12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医疗卫生

其他收入 5.00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8,341.91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8,713.03 本年支出合计 8,713.03

上年结余（转） 结转下年 

动用事业基金

收入总计 8,713.03 支出总计 8,713.03

2020年收支预算总表 

收      入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2,708.0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708.03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4,000.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2,000.00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5.00

本年收入合计 8,713.03

上年结余（转）

动用事业基金

收入总计 8,713.03

2020年收入预算总表 

收      入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合计 8,713.03 6,553.03 160.00 2,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1.12 371.12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71.12 371.12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47.41 247.41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3.71 123.71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341.91 6,181.91 160.00 2,000.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8,341.91 6,181.91 160.00 2,000.00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2,160.00 160.00 2,000.00

　　2200150 　　事业运行 6,181.91 6,181.91

2020年支出预算总表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中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2,708.03 一般公共服务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708.03 公共安全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240.00

医疗卫生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2,468.03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708.03 本年支出合计 2,708.03

上年结余（转）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2,708.03 支出总计 2,708.03

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收      入 支           出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2,708.03 2,548.03 16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0.00 24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40.00 24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60.00 16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0.00 8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68.03 2,308.03 160.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2,468.03 2,308.03 160.00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160.00 160.00

　　2200150 　　事业运行 2,308.03 2,308.03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中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

合计 2,548.03 1,575.14 972.8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503.14 1,503.14

　30101 　基本工资 520.00 520.00

　30102 　津贴补贴 150.00 150.00

　30107 　绩效工资 313.14 313.14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60.00 16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80.00 8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280.00 28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72.89 972.89

　30201 　办公费 40.00 40.00

　30202 　印刷费 2.00 2.00

　30205 　水费 20.00 20.00

　30206 　电费 110.00 11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124.20 124.20

　30211 　差旅费 18.00 18.00

　30213 　维修（护）费 30.00 30.00

　30214 　租赁费 20.00 20.00

　30215 　会议费 3.80 3.80

　30217 　公务接待费 2.42 2.42

　30218 　专用材料费 276.65 276.65

　30226 　劳务费 20.00 2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200.00 2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00 50.00

　30229 　福利费 50.00 5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82 5.8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2.00 72.00

　30301 　离休费 37.20 37.20

　30302 　退休费 28.80 28.80

　30305 　生活补助 6.00 6.00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经济分类科目

预算数

其中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功能分类科目
合  计

其中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合计 8.24

因公出国（境）

公务接待费 2.4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5.82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82

      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0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2020年财政专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2020年专项转移支付分市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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