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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公开01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预算拨款收入 764,092.00 一、经济分类科目 764,092.00

二、财政专户拨款     工资福利支出 255,166.00

三、其他资金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6,00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925.00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本年收入合计 764092.00     转移性支出

    债务利息支出

四、上级补助收入     债务还本支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基本建设支出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其他资本性支出 100,000.00

七、上年结转结余     其他支出

收     入     总    计 764092.00 支 出 总 计 764092.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二、2017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公开02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一、预算拨款收入 764,092.0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64,092.00

   基金预算拨款

二、财政专户拨款 0.00 

   教育收费

   其他财政收入拨款

三、其他资金 0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764,092.00

四、上级补助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七、上年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764092.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三、2017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公开03表

部门： 单位：元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栏    次 2

一、基本支出 664,092.00

    工资福利支出 255,166.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6,00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925.00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二、项目支出 100,000.00

    行政事业类项目 100,000.00

    基本建设类项目

    其他类项目

三、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本年支出合计
764092

四、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五、上缴上级支出

六、结转下年

支 出 总 计



四、2017年部门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公开04表

部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 项目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764092.00 一、一般公共预算 764092.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本年收入合计 764092.00 本年支出合计 764092.00 



五、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明细表（按功能科目）

                                                                                                                           公开05表

部门：    单位：元

功能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764,092.32 764,092.32 764,092.3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84.48 1,584.48 1,584.48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84.48 1,584.48 1,584.48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81.48 1,581.48 1,581.48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3,555.00 13,555.00 13,555.00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3,555.00 13,555.00 13,555.00 

事业单位医疗 13,555.00 13,555.00 13,555.00 

农林水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水利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防汛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630,881.84 630,881.84 630,881.84 

气象事务 630,881.84 630,881.84 630,881.84 

行政运行（气象事务） 294,881.84 294,881.84 294,881.84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336,000.00 336,000.00 336,000.00 

住房保障支出 18,074.00 18,074.00 18,074.00 

住房改革支出 18,074.00 18,074.00 18,074.00 



六、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明细表(按经济分类-基本支出)
公开06表

部门：  单位：元

类 款 经济科目款名称 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644,092.32 644,092.32 

301 255,166.68 255,166.68 

30101 基本工资 105,456.00 105,456.00 

30102 津贴补贴 120,468.00 120,468.00

30103 奖金 14,106.20 14,106.20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15,136.48 15,136.48

302 346,000.00 346,000.00

30201 办公费 50,000.00 50,000.00

30202 印刷费 5,000.00 5,000.00

30204 手续费 1,000.00 1,000.00

30205 水费 3,000.00 3,000.00

30206 电费 25,000.00 25,000.00

30207 邮电费 5,000.00 5,000.00

30211 差旅费 20,000.00 20,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60,000.00 60,000.00

30214 租赁费 52,000.00 52,000.00



七、2017年部门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明细表（按经济分类-项目支出）
公开07表

部门：
 单位：元

项        目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合计 12000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00,00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



八、2017年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表
公开08表

部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机关运行经费
346,000.00

“三公”经费 95,000.00

        其中：（一）因公出国（境）支出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60,000.00

                   1.公务用车购置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0,000.00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35,000.00

    注：1.“机关运行经费”填列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
（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行政单
位、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租车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
务接待费指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外宾接待）费用。                                                    



九、2017年部门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公开09表

部门： 单位：元

功能科目名称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小计 其中：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十、2017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公开10表

部门：  单位：元

支出项目类别（资金使用单位） 总计
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项目支出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省财政水利应急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气象预警信息平台运行经费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