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019半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 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职能简介: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主要工作职责是: 达州市人民政

府建立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专业队伍，担负着达州市辖区内矿山、危

险化学品、地质灾害、城市地下综合管网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救援任务，

并实行了跨区域联动作战机制， 属国家矿山应急救援   "特级质量标
准化" 队伍。

(二)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19年重点工作 :
2019年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重点工作任务是对全

市煤矿及非煤矿山的抢险救灾、 企业预防检查等工作。

二、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是达州市应急管理局的下属

事业单位。

三、 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所有收入和

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收入包括: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文出、 上

年结转;支出包括: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019
年收文总预算 1518，3万元，比2018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167·21万元，

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2018年项目结转资金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l9午收入预算 1518.3 万元， 其

中: 上年结转 333.6 万， 占 21.97%，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4.7 
万元， 占78.03% 。

(二)支出预算情况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19 年文出预算 1518.3 万元，基

本支出925.7万元， 占60.97%;项目支出 548.2 万元， 占36.11%， 成

本费用支出 lO万元， 占O.66%; 专项上解34.4万元， 占2.26%。

四、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019 年财政拨款收文总预算
1518.3 万元， 比2018 年财政拨款收文总额预算增加 167.21万元， 主

要原因是208 年项目结转资金增加。

收入包括: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4.7 万元、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3.6 万元; 支出包括: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1312.9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7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34.7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64 万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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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140.3 万元， 比2018 年预算数减少46.2万元。 主要是专项经费比去
年减少。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79.3 万元， 占 82.66%; 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06.7 万元， 占9.01%;卫生健康支出 34.7万元， 占2.93%;
住房保障支出 64 万元， 占 5·40%。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拔款具体使用情况
L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类)应急管理事务 (款)应急

救援 (项 ): 2019年预算数为 979·3万元£¬ 主要用于:人员工资 ¡¢
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

目支出 £¬ 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办公费¡¢水电费及日常
业务训练等方面支出 ¡£

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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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预算数为 106·7
万元£¬ 主要用于: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后£¬部门按规定由单位缴纳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

3· 卫生健康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款)事业单位
医疗 (项) :2019年预算数为 34·7万元£¬ 主要用于: 事业单位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

4· 住房保障(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19
年预算数为 64·00万元£¬ 主要用于: 按照 ¡¶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897·9万元£¬ 其电  人员经费 837·7万元£¬ 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
贴补贴¡¢社会保险缴费¡¢ 绩效工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支出 ¡£
公用经费60·2万元£¬ 主要包括: 办公费¡¢ 印刷费¡¢水费¡¢ 电费 ¡¢

邮电费¡¢差旅费¡¢维修 (护)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
务等支出 ¡£
七¡¢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19年二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数46万元， 其中: 公务接待费4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42万元。

(一) 因公出国 (境)经费较 2018年预算持平， 主要是 2019
年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无因公出国 (境儿

(二)公务接待费与 2018年预算持平。 20l9年公务接待费计
划用于学术交流、业务交流、上级检查等方面开支的交通费、用餐费

等。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2018年预算持平。单位现

有公务用车 I1辆， 其中  抢险救援车9辆、 越野车2辆。

2019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9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2万元，用于公务用车燃油、

过路 (桥)、 维修、 保险等方面支出， 主要保障日常业务及抢险救灾

竿工作的正常开展。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l9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2019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系事业单位， 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 我队安排政府采购预算90万元£¬ 主要用于采购抢险
救灾救援运兵车2辆 ¡£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底£¬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共有车辆 I1

辆£¬其中 £¬ 市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 1辆¡¢执法执
勤用车0辆£¬ 应急救援车辆 l0辆¡£ 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
设备0台 (套儿

2019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
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 £¬ 我

队选取2个部门预算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 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 ¡¢
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
十一¡¢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上年结转: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 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类)应急管理事务 (款)应急救援
(项八 指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支日常工作的基本支
出 ¡£
4·社会保障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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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人 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
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
5·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光



指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6·住房保障 (类)住房改革支出 (款)住房公积金 (项为 指按
照 《达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 由单位及其在职职

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7·基本文曲 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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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公"经费: 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

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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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文通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培

训费、 公杂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 燃料费、 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文岛  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表 1·部门收支总表

表 1-1·部门收入总表

表 1-2·部门支出总表

表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
表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部门预算收支总表
表@

收入 支 出

项 日 拥四年预算数 项 日 @ni9年顶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4.7 · 一般公只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理金顶算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中位经营收入 五·教命文山

六·其他收入 八·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荷1@传媒支出

@·社会保呻和就业文山 10@ @

九·社会保险基金文山

十·卫生健康史出 34.7

十一·廿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村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特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国上海洋气象等支出

一十·住房保障支出 6@0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各支出

二十二·国名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灾出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312.9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田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何务利息文山

@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文出

本 年收入合计 1184.7 本年 支 出合讨 1518.3

八、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三十·结转下年

九·上年结转 333.6

收 入 总计 1518.3 支 出 总训 151@@



部门预算收入总表

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

一段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收入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扳
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转移性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

弥补收支差

额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科目@ 金额
其中 教育
收费

小计
上级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软项

@计 1518 333 II84. 7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1518 @@@ 1184.7

208 05 05 21720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6 106.7

210 1 02 217201 事业单位医疗 34 34.7

221 02 01 217201 住房公积金 64.0 64.0

224 01 0@ 17201 应急救援 1307 327.8 979

2劝 01 @@ 17201 应急管理 5.8 5.8



部门预算支出总表

*l-2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经营支出 成本费用
专项上解-政府调控

资金
上檄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
助支出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科目@
类 款项

合计 1518.3 925.7 548.2 44.4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1518.3 925.7 548.2 44.4

208 05 05 21720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6.7 106.7

210 1 02 217201 事业单位医疗 @@@ 34.7

221 02 01 217201 住房公积金 64.0 64.0

224 01 08 217201 应急救援 1307 720.3 542.4 44.4

224 01 09 217201 应急管理 5.8 5.8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2

单位:万元

收入 支 出

项 目 攒四年预寡效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鼻 国七资本经营预算 上午时坟拔款结转

一 本年收入 | 1184.7一·本年支出 151@@ 1184.7 333.6

·股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j1@4 一股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克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口有充本经营预算拨软收入 田明文出

二 上年结转 333.6 公共义全文出

一成公共预锦械款收入 333.6 教育支出

政府竹璧金硕镶拔款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肢算拔肤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侣媒支出

上年财政拨欺资金结转 杜全保障和就业支出 1明@ 106.7
杜会保险苯金文出

卫生链凄文山 3@ 3-1.7
抒能环保文山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文出

交通迢输文山

资源助探信息等支出

瞬业服务业等文出

金融文山

披助其他地体文出

国十海洋气象等文出

住亏保障文山 64.0 @@ 0
柏油物资储各文山

国有资本绅芭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每管现支出 1312.9 979. 3 @@1@

顶备寅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述本支出

债务利壶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I
二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讨 151@@ 支 出 总 计 1518. 3 1IB-I. 7 333.6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l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计

当年财政拨钦 上Watt安持
科目编吗

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

@卜@十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款 叮@@十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刁@@十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473.9 1140.3 1140. 3 897.9 24̂ .4 333.6 27.8 @@@@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换支队 1473. 9 114@@ 1140.3 897.9 242.4 333. 6 27.8 305.8

对事业电位经卷性补助 1M5. 9 1118 1118 895. 7 222.4 27.8 27.8

505 @l 工资柏利文出 843. 3 835.5 835.5 835.5 7.8 7.8

505 能 l 商品和服务支出
曲@@ 282.6 282.6 60.2 222.4 筏@ 20. 0

对雾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320.0 @@@ 20.0 20.0 @@@@ 300.0

506 @i 资*) :* @一@ 320.0 20.0 20.0 @0@ @@@@ 3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 2.2 2.2 2.2

509 01 社会视利和救助 2.2 z.z 2.2 2.2

其他支出 a. 8 5.8 @@

599 99 其他支出 5.8 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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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熬"'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 基本支出

科日综码
单位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软

合计 897.9 837.7 60.2

217201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接支队 897.9 @@@ @@@

扣1 工潦祖利文出 835.5 835.5

@@@ @l 217Z0] 基本工资 536.0 536.0

301 @@@1@@@1 津贴补贴 32.3 32.3

301 @@217201 绩效工资 @1@ 61 @

301 @@@1@@@j 机关事业单位摹本养老傈险敬费 j@@@ 106.7

301 [@@1@@@j 职工基本要好保险擞费 34. T 34.7

301 1@@1@@@] 住房公积金 64.0 @@@

鼓'@ 商品和服务支出 @@1@ @@@

j@@ 0! 21@@@@ 办公费 5.0 5.0

302 @@@1@@@i 印刷玻 @0 @@

@@@ 05217201 水凑 @@ @@

302 爷@1@@@i 电费 10.0 1@@

@@@ @@@1@@@1 邮电费 5.0 @@

@@ 11 j1@2@] 差旅费 6.0 @@

302 1@@1@@@1 维修@护@费 @@ @@

302 2821720! 工会经费 5. 5.3

302 29@1@@@1 福利费 1@ 1@

302 99@I@@@1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巳@

@@@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 2.2

j@@ 05@1@@01 生活补助 2 2.

@@@ 09@1@@@1 奖励金 @ 0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3-2

单位; 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项目@ 金额
类 款项

合计 242.4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242.4

应急救援 242.4

224 01 08 217201 安全检查专项费 10. 0

224 01 08 217201 创建示范队伍达标验收·内务标准化达标 15.0

224 01 08 217201 党建经费 2.4

224 01 08 217201 扶贫驻村干部工作经费 2.3

224 01 08 217201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42.0

224 01 08 217201 公务接待费 4.0

224 01 08 217201 基地物业管理费 @外墙清洗·垃圾清运、院内保洁、设施设备维护维@ 16.5

224 01 08 217201 老队员复训、新队员新训等各项专业培训·、老队员辞职退役费 36.7

224 01 08 217201 抢险救灾及应急救援特殊津补贴 5.0

224 01 08 217201 日韩训练装各维护费、比武费用 46.5

224 01 08 217201 意外伤害保险、劳保费@毛巾、手套、胶鞋、 雨鞋@等支出 25.0

224 01 08 217201 专家评审费 2.0

224 01 08 217201 装各经费支出 35.0



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3̂-3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合计 46.0 42.0 42.0 4.0

217201 达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 46.0 42.0 42.0 4.0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4

单位: 万元
项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艾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页



4-l

政府性基金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刁@十什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5

单位: 万元

项日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9年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部门预算)
6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日资金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资金总
额

财政拨
款

其他资
金

项目无成指标 效益指标 俩意度指标
@级指标 指标值 @级指标 指标值 一级宇斡丁 指标值

日常训练装备维护费¡¢比武费用 46.5 46.5 确保应急救援装备百分之百完好£¬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成本测算

办公费@刀元¡¢差
旅费4万元¡¢专业
材料费叨万元¡¢气
休H 5万元

抵达成效
保证日常训练抢险
救灾及比武工作的
顶利进行

年底完成进度 @2月底前完成

主要构成
业务训练维修¡¢大
比武费用开支

装各经费支出 35.0 35.0 采购高精尖救援装备£¬保证各类灾
害宴故得到及时·高效的处置

成本测算

专用材料费@5万儿
· 专用设备购置费
20万元

抵达成效
保障抢险救灾救灾
工作的顺利进行

完成时间 陀月底前完成

主要构成
应急救援所需要的
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