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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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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简介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自

然资源部成都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始建于 1950 年，主

要从事国土资源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农产品产地

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环境监测、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及

可开发性评价、岩石矿物鉴定、贵金属及珠宝玉石饰品鉴定

及产品检验、水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公共场所饮用水检验检

测、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岩土及物料检测等领域 9个大类、

191个产品、3000余个参数的检验检测、监测，以及试验研

究、设计和开发等工作。

二、2022 年重点工作

1.一是根据上级部门的职能定位以及对成测中心的职责

分工，加强能力建设，练好内功，继续围绕地质调查研究工

作，提供先进、准确、高效的地质实验测试专业化高技术服

务。

二是依托稀有稀土战略资源评价与利用省重点实验室，

针对锂辉石、稀土、钒钛等战略资源勘查开发中的技术瓶颈，

布局实施技术攻关，为国家资源能源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随着“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城市群及城

镇化建设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地质碳汇、自然资源调查等

新型地调工作将加强，提前谋划，补齐技术短板，更好适应

今后地质工作需求，支撑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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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参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相关工作。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点工作，是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实施，自然资源部等多配

合的全国性土壤普查项目，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普查时间 2022

年至 2025年。我中心将积极争取参与该项目实验测试工作，

积极为国家和政府服务。

3.积极参与并配合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做好《新一轮

找矿行动实施方案》和《关于推动我省锂矿开发提速工作报

告》相关部分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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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四川省地矿局成都综合

岩矿测试中心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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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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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收入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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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支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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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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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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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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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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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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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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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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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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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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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单位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三部分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试中心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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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测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

出、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成测中心 2022

年收支预算总数 3962.81 万元,较 2021 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748.23万元，主要原因是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等减少。

（一）收入预算情况

成测中心 2022年收入预算 3962.81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262.81万元，占 31.87%；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2700万元，占 68.13%。

（二）支出预算情况

成测中心 2022年支出预算 3962.81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1253.81万元，占 31.64%；项目支出 2709万元，占 68.36%。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成测中心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1262.81 万元,

较 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1751.23万元，主要原

因是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

支出等减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62.81万元；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85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00.44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03.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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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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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测中心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62.81万元，

较 2021年预算数减少 1751.23万元，主要原因是资源勘探工

业信息等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4万元，占 13.78%；卫生健康支

出 85 万元，占 6.7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00.44 万

元，占 63.39%；住房保障支出 203.37万元，占 16.10%。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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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预算数为

10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预算数为 70

万元，主要用于：职业年金缴费。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2022年预算数为 85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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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算数为 800.44 万元，

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办公

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

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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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2022年预算数为 120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2年预算数为 83.37万元，主要用于：职工住房补贴。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成测中心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253.81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1148.9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工会

经费、工会经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 104.8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

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劳务费、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五、“三公”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成测中心 2022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预算。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成测中心 2022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成测中心 2022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

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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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成测中心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

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成测中心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

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底，成测中心共有车辆 3 辆,系其他用车，

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定向保障用车 0辆、执法

执勤用车 0辆。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台。

2022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2 年成测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6 个，涉及预

算 3962.81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2 个，涉及预算 1148.95

万元；运转类项目 3 个，涉及预算 113.86 万元；特定目标

类项目 1 个，涉及预算 2700 万元。因项目内容涉密（敏感），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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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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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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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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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

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五）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指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六）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资源勘探开发（款）

其他资源勘探业支出（项）：指局所属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

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

积金（项）：指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指用于按房改规定，局属蓉内单位向符合条件的

无房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九）基本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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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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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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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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