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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ˉ部分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概况

一、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要职责  ∷

(一 )为 全市煤炭矿山及其他相关企业突发事件提供救护服

务。

(二 )为煤炭企业事故救护、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危脸化

学品企业及其他与地下施工等有关企业突发性事件救护 :

(三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本预算为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预算,包括:办公

室、战训科、三个作战小队等的预算。

我单位为洛阳市应急管理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下属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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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⒛22年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预算情况说明

t、 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⒛22年收入总计 101。⒆ 万元,支出

总计 101。∞ 万元,与 2021年预算相比,收入增加 6.2万元,增

长 6.53%。 主要原因:在职人员工资与社保增加;支 出增加 6.2万

元,增长 0。53%。 主要原因:在职人员工资与社保增加。

∷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⒛22年收入合计 101.09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01.09万元;事业收入 0万元;财政性

结转资金 0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⒛22年支出合计 101.09万

元,其 中:基本支出 56。⒆ 万元,占 55.49%;项 目支出笱 万元 ,

占44.51%。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2022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

算 101。0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0万元。与 2021年相比,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增加 6.2万元,增长 6.53%,主 要原因:

在职人员工资与社保增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增加 0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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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2022年丁般公共预算支出年

初预算为 101。 0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6.09万元,占 55.49%;

项目支出佰 万元,占 觯。51%。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⒛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

出年初预算为 56。O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53。夕 万元,占

舛。叨%;公用经费支出 2。眨 万元,占 5。O3%。

七、L般公共预算
“三公

”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2022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为⒌4万元。2022年“三公
”经费支出预算数比 2021年增加 0万

元。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

(一 )因公出国 (境 )费 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

务出国 (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1杂费、培训费等支

出。预算数与2021年保持一致:

(二 )公务接待费0彳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

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预算数与2怩 1年保持一致。

(三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万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

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

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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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与2怩 1年保持工致,主要原因

:没有购车计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与2∞ 1年保持一致

八、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2⒓2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 )行政 (事业)单位机构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⒛22年机构运行经费支出预  \

算0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所需支出,包

含公用经费、公务交通补贴、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等。

(二 )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2022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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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2022年预算项目均按要求编

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产出、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

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实效、质量,预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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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
∷ ⒛21年期末,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共有车辆5辆 ,

其中:∵般公务用∷车2辆、
:ˉ

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 t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3辆 :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sO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套 ,单

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套。

(五 )专项转∷移支付项旧情况         ∷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9022年无负责管理的专项转

移支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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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同级财政拨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1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是指单位取得的除
“
财政拨款

”
1“事业收入”

、“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
“
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和
“
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

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即事业单位

以前各年度收支相抵后,按 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
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所必需的开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

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
”经费:是指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单位使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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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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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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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行政 (事业)单位机构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包括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2022年洛阳市××局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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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

zOzz年单位收支预算表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预算01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金额 项 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101.0. -、 -般公共服务

其中:财政拨款 101,0ξ 二、外交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公共安全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五、教育

五、事业收入 六、科学技术

六
`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七、上级补助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九、其他收入 十、卫生健康 4.1

十-、 节能环保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

十三、农林水事务

十四、交通运输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

十七、金融支出

十九、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二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 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十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89.3〔

二十七、预备费

二十九、其他支出

三十、转移性支出

三十一、偾务还本支出

三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三十三、债务发行费用艾出

三十四、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101.0.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01.0.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01.0. 支 出 总 计 lO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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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Os表

zOzz年单位支出预算表
名称: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 心 (洛阳 币 恹 炭 矿 山 )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 (科 目名称 ) 合计

基本文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赞

小计 其他运转类 特定目标类
类 款 项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商品和服务支
出

资本性支出

合计 101,0( 56.0.

506006
各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扣b(洛阳市煤炭矿山救
l0RΙ 、

56.0. 45.0￡

阢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呤纽 辂 古 IIl

4,01

ll 搴业单位医疗

眭房公积金

立急管理 40.6( 45.0(

单位

I
L



单位名称 :

zO”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表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预算“表

单位 : 万元

收入 支 出

项 目 金 额 顼 目 合 计
-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小计 其中:财政拔款

一、本年收入 101。 0( 一、本年支出 101.0￡ 101.0￡ 101。 0￡

(一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01.0, (一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财政拨款 101.0, (二〉外交支出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 )国 防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四 〉公共安全支出

二、上年结转 (五 )教育支出

(-)-股公共预算拨款 (六 )科学技术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七 )文化体育旅游与传媒支出

(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拔款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十三)农林水事务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九)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二十)自 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一)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二)粮油物资储各支出

(二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十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二忄七)预备费

(二十九〉其他支出

(三十)转移性支出

(三十-〉 偾务还本支出

(三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主十三)偾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十四〉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入合计 101.0( 支出合计 101.0. 101。 0( 101,0.



预算Os表

单位

⒛”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名杯:      洛阳币安全生严匣急救镞屮心 (洛阳币燥炭矿山救护队 )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 (科 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小计 其他运转类 特定目标类
类 款 顼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商品和服务支
出

资本性支出

合计 101.0ε 2,8·

506006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101.0￡ 2.⒏ 45.0(

巩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中 古 汛

事业单位医疗

住房公积金

1 应急管理 89.3{ 2.8: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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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

⒛zz年∵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预算OG表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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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56.0ε 53,2勹 2.8泛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耪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01 4.0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⒊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 9ε 14.9￡

30102 痄臂贝占补贝占 50501 王资福利支出 5.01 5.01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7叼 9.7亻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2( o,2(

30228 工会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9 福利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zO”年支出经济分类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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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OB表

zOzz年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名称 :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单位:万元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箅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
”
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按待费。 (1)因公出国 (境 )费 ,∷ 指单位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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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支出。

“三公
”
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 (境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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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5.OC 5.0( 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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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匆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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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年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队)

预算11表

万元

类 型 顼目名称 项目单位 合计

本年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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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笪

国有资本经营
而 笪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篁

国有资本经营
而 笪

45.OC 45.0(

506006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45.OC 45.0(

其他运转类 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其他运转类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Κ【、

其他运转类 办公经费-水电费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其他运转类 办公费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

其他运转类 专用救援设备

各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b(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大、

其他运转类 办公经费-差旅费
各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b(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人、

其他运转类 公务接待费
各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山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其他运转类 专用救援材料费

洛阳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
心 (洛阳市煤炭矿山救护
队 )

7.7(



预靠12表

⒛zz年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编码 (项 目编码 )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

项目全颔 (万 元 )

绩效目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资全总颡 政府预算资金
材双专尸臂碧

举位资全 兰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拍标值 ≡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506006
沓阳市安全生严应急敬援牛
心 〈洛阽市煤炭矿山救护

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医戚本 ≤85万 元 急成培训人员比例 卞浙提高救掇能力爸设 瘪商 洋众满意度 ≥8啪

著训通过率
故好隰恿

=iF蚕
,傲劐徘苜

牮低事敬隐患 攵府满意度

京成时闷 -年 是高救掇人员能力 提商 搪蒽度

办公贫

总成本
≤5,2万 元

曲买办公用晶数旦

崆
镫 砜 0J坝男

皆贽 皂升抢险救灾能力
归显

洋众满意度
≥8⒆

≥钬汹

曲买办公用品含格瘁 100%

愀 ;1|· 阔思 d|1E息 t9lHI:I:,刂
ˉ
1|笪

后不留事故隐恿为我市经 降低事故隐患 攵府满惫度 ≥&风

尼商救援能力 蹙高

办公经费-差旅费

蚩成本 ≤3万元 屎隙出差人员差旅贫 良好 后不留事故膊患为我市经 咸少事敬隐瘤 群众满意度 ≥90%

枭隙全体出差人员差旅贫 乏好 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提高

腱商应急救援能力 腱南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慧成本
≤5万 元 桑艟三辆公务用车倮持良 良好 儆好隐患榜查,傲到排查

后不留事故隐患为我市经

齐发展傲出贡献

降低事故隐患
群众满意度

≥BtM

子状态

呆障车辆保持艮好状态 ‘断提升事故救搓能力 归显 玫府满意度 ≥80%

是商救援人员出动速度 是商

办公经费-水电费

总成本 ≤56万元 保嶂中心全年用水用电 良好
时办公楼正常运转的影响
卑淹

归显 to公人员满意度 ≥9骟

葶水停电次效 时办公环培的改蕾程度 归显 洋众满意度 ≥90q,

果障匣急溆擐工作止解雁
乏妤

专用救掇材料费

岜成本 ≤77万元 交货时阔 改援能力不断提高 归显 洋众满意 ≥80§

囱买救援胡|练需要的材料
按实际要求购

买

故好陷恿排蛮,傲到挪匿

旨不留事故隐患为我市经 备诋事故隐崽 攵府满惫 ≥BlR

虫品合格率

众lOBOⅡ 100∞O15l,GO0郇 专用救援设备

圭成芥 ≤96万 元 洵买事故救菝褊要的设备 安需求购买 群众安全指敛 是升 攵府满意度 ≥8啪

它成时阆
等同签订后-
目内

后不留事故隐患为我市经 事故隐患减少 洋众满意度 ≥Blh

㈤买提客合格率 降低事故发生率 比上年降低

⒋OB∞21∞00α sOGOOs6 公务接待费

总成本 ≤0钅万元 安时完成接侍任务 安时 夜政文化稀神落实情况 汶好蒋实 客侍对鼓癞煮特 ≥α汛

妾倚次数 △0次 嵬升

公务接待标准
氏行相夭财务

苦侍人数 ≤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