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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

组织地质矿产调查队伍，从事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

国土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工作，为马鞍山市、皖东南等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

灾害地质等调查、检测、预防等公益性事业；从事区域地质

调查、地质测绘、固体矿产勘查、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调

查、地质实验测试、地质钻探、坑探等地质矿产勘查工作，

发展地质矿产勘查业和地质科学技术事业；接受政府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委托，从事矿山动态监测、土地调查、矿山环境

监测、预防、评估等工作。

二、单位预算构成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度单位预算

仅包括单位本级预算，无其他下属单位预算。

三、2023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

会议、省局工作会议精神，准确定位，强基固本、求真务实，

突出主业，发挥专业特色优势，服务大局，促进全队经济可

持续发展。

2023年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着力开展“一改四提”活动。积极响应局“一改四

提”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改进作风，推动队伍提精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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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效能、改革提内涵、发展提质量。队机关提升“优质高效

服务”、队实体提升“更好更快发展”的思想意识。

2、着力做实地质勘查主业。以新一轮找矿战略突破行

动为契机，集中优势资源，争取更多的项目，努力实现找矿

新的更大的突破。一是要培养地质人员的找矿意识，把提高

工作质量和找矿意识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完善

科学合理的管理办法和奖励制度。

3、着力提升地质服务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作用，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沟通、合作。二是采取队内

联合、院校合作等方式，群策群力组织实施好宿州埇桥区土

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项目和援藏项目措那县城镇环境

调查等公益性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培养一批水工环技术人

才。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做好地质、水工环、生态地质

等方面人才引进工作，不断提升我队人才储备水平，同时还

要做好现有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作，采用“引进来、送出去”

的方式，开展各类人才的培养，为我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

4、着力做强工勘施工业。长江地质公司拥有地基一级、

地灾施工甲级资质，利用资质等级优势相继承接了一定规模

的尾矿库排渗、钢板桩、地灾治理等项目。

5、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持续做好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三是从

严加强纪律教育。把党章党规党纪教育作为必修课，组织开

展专题警示教育，推进送纪下访到基层，不断增强“清风课

堂”宣传质效，积极打造地勘特色廉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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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3年单位预算表

单位公开表 1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32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其中：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其中：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五、单位资金收入 165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其中：事业收入 1650.0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971.4

上级补助收入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十六、金融支出



4

收 入 支 出

收 入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预算数

其他收入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 年 收 入 小 计 6971.4 本 年 支 出 小 计 7048.2

上年结转数 76.8 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 76.8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单位资金

收 入 总 计 7048.2 支 出 总 计 7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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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2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小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小计

事业

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7048.2 6971.4 5321.4 1650.0 1650.0 76.8 76.8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7048.2 6971.4 5321.4 1650.0 1650.0 76.8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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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3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

支出

项目

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上缴

上级

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971.4 6739.4 232.0

21501 资源勘探开发 6971.4 6739.4 232.0

2150199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 6971.4 6739.4 232.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76.8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76.8 76.8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76.8 76.8

合计 7048.2 6739.4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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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4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5321.4 一、本年支出 5398.2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32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二、上年结转 76.8 （五）教育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6.8 （六）科学技术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321.4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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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一）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5398.2 支 出 总 计 5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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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5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321.4 5089.4 4960.4 129.0 232.0

21501 资源勘探开发 5321.4 5089.4 4960.4 129.0 232.0

2150199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 5321.4 5089.4 4960.4 129.0 232.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76.8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76.8 76.8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76.8 76.8

合计 5398.2 5089.4 4960.4 129.0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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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6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724.2 1724.2

30101 基本工资 1390.5 1390.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22.5 222.5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111.2 111.2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9.0 129.0

30229 福利费 75.4 75.4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3.6 53.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236.2 3236.2

30301 离休费 104.8 104.8

30302 退休费 3070.3 3070.3

30307 医疗费补助 61.1 61.1

合计 5089.4 4960.4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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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7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也没

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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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8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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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9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项目支出表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合计

本年财政拨款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特定目标类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

境调查事业服务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322 地质队

76.8 76.8

特定目标类 业务活动经费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322 地质队

72.0 72.0

特定目标类 银峰尤川项目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

查局 322 地质队

160.0 160.0

合计 308.8 232.0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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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10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政府采购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

品目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注：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没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和单位资金安排的政府采购支

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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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开表 11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一级目录名称 二级目录名称 三级目录名称 政府购买服务内容 购买数量 购买金额

注：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没有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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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3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23 年收支总表的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

质队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安徽省地质矿

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收支总预算 7048.2 万元，收

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单位资金收入，支出包括：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关于 2023 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收入预算

7048.2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6971.4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76.8 万元。

（一）本年收入 6971.4 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5321.4 万元，占 76.3%，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2683.3 万元，增长 101.7%，增长原因主要是落实中央及省

工资津补贴政策，增加人员类支出，对应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加；单位资金收入 1650 万元，占 23.7%，比 2022 年

预算增加 800 万元，增长 94.1%，增长原因主要是事业收

入增加。

（二）上年结转收入 76.8 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76.8 万元，占 100%，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76.8 万元，增长原因主要是由于 2022 年资金下拨迟，且受

疫情影响，野外工作尚未开展，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延期省级财政出资地质工作项目的通知》（皖自然资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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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5 号）要求，省在建公益性项目统一延期 6 个月，

故申请结转。

三、关于 2023 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支出预算

7048.2万元，比 2022年预算增加 3560.1万元，增长 102.1%，

增长原因主要是落实中央及省工资津补贴政策，增加人员

类支出。其中，基本支出 6739.4 万元，占 95.6%，主要用

于保障机构日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等。项目支出 308.8

万元，占 4.4%，主要用于地质勘查工作任务、地勘事业发

展项目支出。

四、关于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财政拨款收

支预算 5398.2 万元。收入按资金来源分为：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 5321.4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76.8 万元。支出按功能

分类分为：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321.4 万元，占

98.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万元，占 1.4%。

五、关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变化情况。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5398.2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2760.1 万元，增

长 104.6%，主要原因：落实中央及省工资津补贴政策，增

加人员类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情况。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321.4 万元，占 98.6%；自

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76.8 万元，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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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使用情况。

1.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2023 年预算 5321.4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3025.7 万元，增长 131.8%，增长原因主

要是落实中央及省工资津补贴政策，增加人员类支出。

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项）2023 年预算 76.8 万元，

比 2022 年预算增加 76.8 万元，增长原因主要是由于 2022

年资金下拨迟，且受疫情影响，野外工作尚未开展，根据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延期省级财政出资地质工作项目的通

知》（皖自然资勘函【2022】25 号）要求，省在建公益性

项目统一延期 6 个月，故申请结转。

六、关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 5089.4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960.4 万元，

公用经费 129 万元。

（一）人员经费 4960.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缴费、离休费、

退休费、医疗费补助。

（二）公用经费 129 万元，主要包括：福利费、其他

商品服务支出。

七、关于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2023 年没有政府性

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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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没有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安排的支出。

九、关于 2023 年项目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预算共安排

项目支出 308.8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1538.7 万元，

下降 83.3%，下降原因主要是公益二类地质勘查事业单位

财政补助由项目支出转列基本支出。主要包括：本年财政

拨款安排 23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232 万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安排 0 万元），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安排 76.8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76.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安排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 0 万元）、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安排 0 万元和单位资金安排 0 万元。

十、关于 2023 年政府采购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没有使用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和单位资金安排的政府采购支

出。

十一、关于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表的说明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没有安排政

府购买服务支出。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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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及绩效目标情况。

1.“银峰尤川”项目。

（1）项目概述:安徽省宁国市银山脚铅锌银矿普查探

矿权是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于 2006年申请

设立。探矿权位于宁国市 156°方向直距 28.5Km，行政隶

属于宁国市万家乡管辖。2006 年以来 322 地质队在本地区

开展了地质测量、化探、钻探、激电联合剖面等普查工作，

普查目的是寻找铅锌银工业矿体，于 2018 年提交《安徽省

宁国市银峰-尤川地区银山脚银锌矿详查报告》，提交控制+

推断铅锌银矿石资源量 21.6 万吨，锌金属量 6389 吨，银

金属量 6300.2 千克，铅金属量 72.8 吨。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发现萤石矿化点 10 余个，但是未对萤石矿进行系统的

勘查，本次通过萤石矿的专项勘查，有望提交中型萤石矿

床 1 个。

（2）立项依据:积极响应和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切实做好地勘单位为国家及地方的经济建设提供资

源能源保障的作用。

（3）实施主体: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4）起止时间: 2023 年—2024 年

（5）项目内容:该项目以往开展过普查-详查工作，但

是主要以控制李家村铅锌矿为重点，本次工作主要依据已

经发现的萤石矿化点为重点，采用 1：5000 专项地质测量

工作，有效确定萤石矿脉的分布特征，采用槽探或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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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等大致查明萤石矿体分布，规模、矿石质量、成矿条

件、控矿因素等，估算控制+推断资源量。

（6）年度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160万元。

（7）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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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银峰尤川项目

主管部门
及代码

【324】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实施单位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2023 年-2024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60

其中：财政拨款 160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在现有资料基础上，以寻找低温热液型萤石矿为主攻方向，根据已有资料的分析研究，

结合野外实地调查，第一年度主要完成设计编写、地质测量、探槽、钻孔、化验等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矿山规模年产值 5 万吨

指标 2：资料的完成性 提供原始资料 1 套

质量
指标

指标 1：萤石粉矿（原矿破碎

的粉末）
≥40%

指标 2:1:5 千地质剖面测量 3.13 Km2

指标 3：激电测深 40 点

指标 4：矿石全分析 3 件

时效
指标

指标 1：按时提交项目报告 计划标准

指标 2：完成年度工作量 达成预期指标

成本
指标

指标 1：勘查项目总成本 242.9 万元

指标 2：专项经费 不高于项目预算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国内外需求 高

指标 2：直接经济产出效果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是否解决就业 是

指标 2：是否起到了民生改善

的效果
改善了当地民生相关生存环境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影响不大

指标 2：区域地壳稳定性 稳定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指标 1：是否保障资源产业链

企业稳定发展 是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 1：参与地质勘查相关政

府部门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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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活动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保障机构基本运转，弥补事业发展经

费不足，促进单位人员稳定、事业职能优化、推动地勘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2）立项依据：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3）实施主体：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4）起止时间：2023 年 1 月-12 月

（5）项目内容：用于单位保障运转支出、履行地质勘

查、地质服务等职能。

（6）年度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72 万元。

（7）绩效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业务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及代码

【324】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实施单位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项目来源 本级申报项目 项目期 2023 年 1 月-12 月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2

其中：财政拨款 72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保障履行地勘事业职能所需基本人员费用和日常运转费用，为国家建设提供地质勘查

服务，包括区域、矿产、水文、工程地质调查、环境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和治理，推动本

单位地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承接地质项目 ≥1 个

质量
指标

指标 1：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时效
指标

指标 1：资金支出时效性 及时

成本
指标 指标 1：项目总成本 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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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决策提供支持，为相关部门提

供自然资源成果

良好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为社会多部门、多行

业提供地质服务
良好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与

有序利用
良好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指标 1：促进自然资源利用良

性循环
良好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 1：服务对象 ≥85%

3.“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事业服务”项目。

（1）项目概述：完成 2023 年度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

调查事业服务项目任务。

（2）立项依据：省自然资源厅下达项目任务书。

（3）实施主体：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4）起止时间：2023 年 1 月-12 月

（5）项目内容：系统收集以往地质、矿产勘查、科研

和物探等资料，进一步总结调查区区域成矿规律，以寻找

富铁矿为找矿方向，圈定有利的找矿靶区。

（6）年度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76.8 万

元。

（7）绩效目标。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事业服务

主管部门
及代码

【324】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实施单位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项目来源 安徽省公益性地质工作项目 项目期 2023 年 1 月-12 月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6.8

其中：财政拨款 76.8

上年结转

其他资金



25

年
度
目
标

以寻找富铁矿为主要找矿方向，开展以磁、重剖面、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剖面等为

主要手段的检查工作，建立典型矿床地球物理找矿模型，择优进行钻探验证，圈定有利的

找矿靶区 2-3 处。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指标 1：各类规划文本 各 1 套

指标 2：1：10000 地质剖面测

量、重力磁法剖面测量
32km

指标 3：岩石原生晕 200 件

指标 4：矿点检查 5 个

质量
指标

指标 1：综合研究程度 100%

指标 2：技术支撑能否满足需

求
满足

指标 3：成果应用可操作性 100%

指标 4：数据库建设是否完善 完善

时效
指标

指标 1：经费支出时效性 及时

指标：2 完成年度工作量 100%

成本
指标

指标 1：专项经费 不高于项目预算

指标 2：项目预算成本控制金

额
≤76.8 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 1：是否吸引了社会投资 促进了当地矿业经济发展

指标 2：间接经济产出效果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国家、地方可增大税

收等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1：是否起到了防灾减灾

的作用
提供一定帮助

指标 2：对就业能否起到促进

作用
推动了当地就业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 1：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完

成率
1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指标 1：项目可持续发挥的作

用
1 年

指标 2：是否促进科学进步 促进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认

可情况
是服务对象及政府积极推进的项目

（二）机关运行经费。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为非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部门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口径，2023

年无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三）政府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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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地质队 2023年政府采购预

算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

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共有车辆 1 辆，其中：应急保障用车 1 辆。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 台（套）。

2023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0 辆，购置费 0 万

元，安排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购置

费 0 万元。

（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 年，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22 地质队 3 个项目

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23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0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0 万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当年

安排 0 万元和单位资金当年安排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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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部门或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

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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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除基本支出之外的支出，主要用

于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

六、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反映本单位用于资源勘探业方

面的支出。

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项）：反映用于中国地质调查局

开展陆域海域公益性基础地质调查、重要能源资源矿产调

查；服务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开展重要经济区和城

市群综合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隐患和水文地质环境调查；

服务“一带一路”、军民融合等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相关地

质调查工作；以及加强地质资源环境信息化建设，提高地

质调查能力和科技水平等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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