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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乡建设档案工作的法

规、方针和政策；审查验收城市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监督、检查

和指导全市城乡建设档案工作；收集、保管城建档案、利用城建

档案为城市建设服务，提供城建档案查询服务；展示城市规划建

设成就和规划远景。

（二）内设机构。我馆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属的全额事

业单位。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年度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下属的全额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

事业编制 10 人；实有人员 20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20 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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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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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总计为 455.51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减少

87.86 万元，下降 16.17%。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本年度

支出总计均为 464.63 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总计减少 55.48 万

元，下降 10.67%。主要是档案业务支出减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收入合计 455.5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46.71

万元，占 98.07%；其他收入 8.8 万元，占 1.93%。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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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支出合计 464.6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4.13 万元，

占 46.09%；项目支出 250.5 万元，占 53.91%。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446.71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入总计增

加 24.1 万元，增长 5.7%。主要原因是上年政府性基金资金收入

转入。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447.85 万元，与上年相比支出

总计增加 20.16 万元，增长 4.71%。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养老退

费增加与政府性基金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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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15.27 万元，支出决算 215.27 万

元，完成预算的 100%，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46.92%。与上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2.22 万元，增长 1.05%，主要原因是政策性调

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退费增加。

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80502）。预算 1.85 万元 ，支出决

算 1.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80505）。预算

21.2 万元 ，支出决算 21.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伤残抚恤（项）

（2080802）。预算 3.01 万元 ，支出决算 3.01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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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事

业运行（项）（2200150）。预算 188.07 万元 ，支出决算 188.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其

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项）（2200199）。预算调整 12.12 万元 ，

支出决算 1.1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在职转退休人员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退

入代管户后只结算了部分原个人缴纳养老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14.13 万元，包括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204.07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30101）

82.66 万元、津贴补贴（30102）13.56 万元、奖金（30103）10.35

万元、绩效工资（30107）45.8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30108）21.2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30110）

6.31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30112）1.14 万元、住房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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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0113）15.97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30199）2.19 万

元、退休费（30305）1.85 万元、抚恤金 3.01 万元。

（二）公用经费 10.0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30201）

2.26 万元、水费（30205）0.15 万元、电费（30206）2.92 万元、

邮电费（30207）1.33 万元、工会经费（30228）2.98 万元、其

他商品服务支出（30299）0.42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0 万元，支

出决算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因公出国（境）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公务用车购置预算安排。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

4.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无一般公共预算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二）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

（三）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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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

元，完成预算的 0%。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 232.58 万元，支

出决算 232.58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本年支出决算 232.58

万元，主要用于展示城市规划建设成就与展示规划远景及推荐渭

南、为招商引资接待、讲解服务工作需要。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0 万元，完成预

算的 0%。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18.9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类支出 18.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类支出 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8.9 万元，占政府采

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8.9 万元，

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 100%；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占货物支出的 10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

出的 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的 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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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

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

备 0 台（套）。2021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

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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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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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

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

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

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7.结转资金：即当年预算已执行但未完成，或者因故未执行，

下一年度需要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8.结余资金：即当年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者因故终止，

当年剩余的资金。

9.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反映城乡社区、名胜风景区、防灾

减灾、历史名城规划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0.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反映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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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1.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反映其他用于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反映政府用于自然资源、海

洋、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