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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县水务局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格式）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渔

业法》《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

等法律法规，起草并组织实施有关水务方面的地方规范性文

件。

（二）拟定各项与履行水务管理职责有关的发展规划，

中长期规划等并监督实施。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水资

源论证报告实施审查。

（三）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

水）。统一管理全县水源地保护、地下水监测、开发、河道

整治和保护、农田灌溉、供水、排水及排水治碱等工作，组

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征收制度。

（四）按照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拟定水资源保护规划；组织水功能区划分和向饮水区等



水域排污的控制；监测河流、水库的水量、水质、审定水域

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负责全县水利水电工

程的勘测、设计、管理工作及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五）拟定全县城乡节约用水办法，编制节约用水规划，

制定有关标准和实施办法，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

（六）负责全县水政监察和水政、水保、渔政执法；协

调并仲裁部门间和各镇间的水事纠纷。

（七）实施全县水行业的经济调节措施；指导全县水行

业的供水、水电及综合经营工作。提出有关水价格、信贷、

财务等经济调节建议；受县政府委托负责公益性水利工程建

设的融资工作，组织拟定水行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

督实施。

（八）指导对全县水利设施、水域及岸线的管理与保护；

负责全县重要河流、水库、滩涂的治理和开发；建设和管理

具有控制性和跨镇重要水利工程；负责水库、水电站大坝的

安全管理。

（九）协同计划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制定水利专项资

金的使用管理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水价

初审批报。

（十）指导农村水利工作；负责县内大中型灌区管理及

联网调度工作；负责各镇已成灌区管理工作；协调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负责城市、镇供水水源及自来水管理工作，做好

全县民办水利工作。



（十一）负责全县水土保持工作。制定水土保持的规划，

负责全县水土流失的监测和综合防治。负责全县小流域的综

合治理工作。

（十二）负责全县渔业工作，组织编制全县渔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主管全县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十三）负责水利科技与教育工作；负责水务局系统的

人事、劳动工资等管理工作；指导水行业的职工队伍建设。

（十四）承担蒲城县防汛抗旱、农田基建指挥部的日常

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对重要河流、

水库、水电站工程实施防汛抗旱的调度。

（十五）负责抽黄灌区灌溉管理工作；承担蒲城县抽黄

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征用、拆迁安置、支渠和灌区配套工程的

设计及建设工作。

（十六）监督落实县域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与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责任，负责全县水利项目的前期勘测规划

设计及技术服务工作。

（十七）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联村包户方面，结合桥绒、宣化等 6 个村的脱贫实

际，选派 3 名村“第一书记”和 6 支扶贫工作队进驻村组开

展工作，确定 120 余名干部包扶所有贫困户，截至年末，6

个村累计实现脱贫 41 户，涉及贫困人口 147 人；2、产业扶

持方面，以“党支部﹢”形式兴建的 25 个产业点，已全部



完成报账并通过验收，贫困户也全部获得年终分红，产业扶

持成效初显；3、项目带动方面，在项目申报和实施过程中，

优先规划解决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水利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涉及 1.38 万亩金银花的尧山产业园节水配套项目，已完成

投资 1025 万元，洛东、避难堡两村泵站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420 万元，彻底解决了两村农作物长期灌溉难的问题；4、安

全饮水保障方面，一是通过昼夜奋战，使全县 7 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于 5 月份全部实现了通水；二是在联合县脱贫办

对全县 119 个贫困村的饮水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后，依托农村

饮水巩固提升项目完成投资 790 万元，铺设各类输水管道

250.7 公里，彻底解决了荆姚唐村、高阳东家录等 33 村共计

5.9 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其中包含贫困人口 4026 人。5、

重泉水库作为我县“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完成租地并签

订协议 623 份，涉及土地面积 1869 亩，清表 1300 余亩，开

挖大坝基础约 600 米，移动土方约 30 万立方米，坝基强夯

试验工作已结束；6、袁家坡供水东干管改造工程完成投资

6800 万元，万兴水厂至马家水厂段主管道已全面贯通，铺设

主干管 21 公里、支管 23 公里；7、城区供水管网改造项目

包括县城供水北干管、县城配水、县城东西入口道路拓宽三

个管网改造工程，完成总投资 1960 万元，铺设各类管道 12.7

公里；8、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项目完成总投资 6100 万元，

依托小水重点县、千亿斤粮食等项目，新建改造抽水站 9 座，



新打改造机井 29 眼，铺设各类管道 98 公里，衬砌渠道 136

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 953 座，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 万

亩，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 3.43 万亩，建成高产稳产良田

2.74 万亩；8、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完成总投资 3730

余万元，依托基本口粮田、泰陵坡耕地治理、小流域综合治

理 3 个项目，新修改造基本农田 5000 余亩，建设坡改梯农

田 7150 余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0 平方公里；9、农村涝

池建设项目完成总投资 930 万元，建成朱雷、兴南、日光等

18座涝池，城北防护林工程所承担5座涝池正在大力推进中。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蒲城县水务设行政单位 1 个；事业单位 11 个，其中：参

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0 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1 个、经

费自理事业单位 0 个。

纳入本部门 2017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

共有 11 个，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水务局本级（机关） 行政单位

2 蒲城县防汛办河管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3
蒲城县地下水管理监

测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4
蒲城县水政水资源办

公室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5 蒲城县排碱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6 蒲城县水保队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7
蒲城县水利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8 蒲城县水产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9 蒲城县韩河抽水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0
蒲城县石羊人畜饮水

抽水管理站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1
蒲城县水政综合监察

大队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63 人，其中行政编

制 33 人、事业编制 330 人；实有人员 386 人，其中行政

28 人、事业 358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47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4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

的通用设备 0 台（套）。2017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

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

设备 0 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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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收入 13,586.0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9%，其主要原

因是人员经费及项目投资增加；支出 13,586.04 万元，较上

年增长 29%，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及项目支出增加。

1、收入总计 13,586.04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3,486.04 万元，为

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与上年对比的

增长 29%，变化原因是人员经费及项目投资增加。

（2）政府性基金收入 100.00 万元，为市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与上年对比的没有增减变

化。

（3）2017 年事业收入 0 万元，2016 年事业收入 0 万元，

上下年无变化。为全额财政拨款单位，无事业收入。

（4）2017 年经营收入 0 万元，2017 年经营收入 0 万元，

上下年无变化。为全额财政拨款单位，无经营性收入。

（5）2017 其他收入 0 万元，2017 其他收入 0 万元，上

下年无变化。为全额财政拨款单位，无其他收入。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收入支出相等，

无需事业基金弥补。



（7）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收入支出相等，无结余。

2、支出总计 13,586.04 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3,030.30 万元，较上年减少 20%，主要

原因是离退休人员工资由社会养老经办中心发放。主要是为

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035.98 万元，相比去年增加 2%，主

要原因是新增招考人员及工资普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829.87 万元相比去年减少 51%，主要原因是离退休人员工

资由社会养老经办中心发放；商品和服务支出 164.45 万元

相比去年增加 37%，主要原因是单位办公楼维修、煤改气管

道改造、新盖交换站，另外物价上涨办公费增加及精准扶贫

支出增加。

（2）项目支出 10,555.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56%，其主

要原因是当年项目投资支出增加。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

括行政事业类项目 10,555.74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56%，

主要原因是中、省、市、县各级政府水利事业高度重视，在

项目投资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3）2017 年经营支出 0 万元，相比 2016 年经营支出 0

万元无变化，单位无经营性支出。

（4）2017 年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相比 2016 年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无变化，单位无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

（5）2017 年结余分配 0 万元，相比 2016 年结余分配 0

万元无变化，收支相等，无结余分配。

（6）2017 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相比 2016 年年末结

转和结余 0 万元无变化，收支相等，无结余。

）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3,586.04 万元，较上年增

长 29%，其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及项目投资增加；支出

13,586.0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9%，其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

及项目投资增加。其中：基本支出 3,030.30 万元，较上年

下降 20%，其主要原因是离退休费移交养老经办中心以及压

缩开支；项目支出 10,555.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56%，其主

要原因是当年项目投资支出增加。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进行详细说明）。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30.9 万元较上年减少 99%，

其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移交养老经办中心管理；其中：归口

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513.19 万元，事业单位离退休 17.71

万元。·

（2）农林水支出 13055.14 万元较上年增加 40%，主要

原因是项目支出加大。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0.45 万元，

事业运行 106.16 万元，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1,195.00 万元，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25.00 万元，成品油价格改革对

渔业的补贴 1.83 万元，行政运行 493.65 万元，一般行政管

理事务 1.16 万元，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1,584.65 万元，水利

工程建设 3,268.10 万元，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471.00 万元，

水土保持 715.61 万元，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408.70 万元，



防汛 127.00 万元，抗旱 875.28 万元，农田水利 1,204.40

万元，农村人畜饮水 100.00 万元，其他水利支出 727.90 万

元生产发展 1,021.25 万元，土地治理 528.00 万元， 地方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100.00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按人员

经费和共用经费分别进行说明）。

（1）人员经费 2865.85 万元，较上年下降 28%，其主要

原因是退休人员移交养老经办中心。其中： 基本工资

949.42万元 津贴补贴1,078.61万元 伙食补助费1.26万

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69 万元，退休费 475.53 万元，抚

恤金 4.77 万元，生活补助 291.99 万元，医疗费 8.93 万元，

采暖补贴 48.65 万元。

（2）公用经费 164.45 万元，较上年增长 37%，其主要

原因是单位办公楼维修、煤改气管道改造、新盖交换站，另

外物价上涨办公费增加及精准扶贫支出增加。其中：办公费

16.17 万元，印刷费 7.03 万元， 咨询费 0.20 万元，水费

3.20万元，电费14.75 万元，邮电费9.98万元，差旅费23.23

万元，维修（护）费 50.45 万元，租赁费 2.59 万元，会议

费 3.56 万元，劳务费 3.28 万元，福利费 3.48 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 20.60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0.99 万元， 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94 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与支出均为 100 万元。较上年

没有变化。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7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表

2017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 10,555.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56%，其主要原因是中、省、市、县各级政府水利事业高度

重视，在项目投资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其中：千亿斤粮食项

目 1195 万元；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项目 125 万元、渔业燃

油补贴 1.83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12.43 万元、水利工程及

城南水库建设 3268.1 万元；水利工程设施维修 471 万元、

水土保持流域治理 75 万元、水资源支出 78 万元、防汛费支

出 127 万元、抗旱费支出 875.28 万元、农田水利建设支出

1204.4 万元、人畜饮水 100 万元、其他各类水利支出 727.9

万元、金银花基地项目 1021.25 万元、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528

万元、农田内涝排水项目 100 万元；流域治理 640.61 万元、

维修支出 4.94 万元。

（四）2017 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

本部门 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空表。

（五）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会议费及培训费

支出情况



2017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20.60 万元，

较上年增长 95%，其主要原因是今年单位车辆使用年限已久，

当年维修支出增加。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60 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

2017 年度我局因公出国实际支出 0 万元，较去年 0 万元

同比无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7 年购置车辆 0 台，经费支出 0 万元，2017 年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支出 20.60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95%，其主要

原因是单位车辆使用年限已久，当年维修支出增加以及扶贫

下乡支出增加。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公务接待费用支出 0 万元，较去年 0 万元同比无变化。

4、培训费支出情况

培训费支出 0 万元，较去年 0 万元同比无变化。

5、会议费支出情况

会议费支出 3.56 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 29%，其主要原

因是执行八项规定，减少大型会议的召开。

（六）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

2017 年本部门本级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45.97

万元，比上年增长 70%。主要用于单位办公楼维修、煤改气



管道改造、新盖交换站，另外物价上涨办公费增加及精准扶

贫支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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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五、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7 年度未开展专项业务费、部门整体支出、专

项支出绩效自评。

蒲城县水务局

2018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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