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公开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134.45 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115.4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243.9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事业收入 1,916.4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6.00

本年收入合计 4,056.85 本年支出合计 4,359.45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302.60

收    入    总    计 4,359.45 支    出    总    计 4,359.45

单位收支总表

收      入 支      出



单位公开表2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115.47 278.67 1,946.80 1,884.00 6.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4,115.47 278.67 1,946.80 1,884.00 6.00

2200107 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 39.36 39.36

2200109 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 550.00 550.00

2200122 自然资源卫星 52.00 52.00

22001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557.20 557.20

2200150 事业运行 2,458.24 568.24 1,884.00 6.00

22001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458.67 278.67 18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43.98 23.93 187.65 32.4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43.98 23.93 187.65 32.4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69.30 9.36 149.20 10.74

2210202 提租补贴 8.65 8.65

2210203 购房补贴 66.03 5.92 38.45 21.66

4,359.45 302.60 2,134.45 1,916.40 6.00合  计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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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单位收入总表

科目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单位公开表3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115.47 2,458.24 1,657.23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4,115.47 2,458.24 1,657.23

2200107 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 39.36 39.36

2200109 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 550.00 550.00

2200122 自然资源卫星 52.00 52.00

22001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557.20 557.20

2200150 事业运行 2,458.24 2,458.24

22001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458.67 458.6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43.98 243.9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43.98 243.9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69.30 169.30

2210202 提租补贴 8.65 8.65

2210203 购房补贴 66.03 66.03

4,359.45 2,702.22 1,657.23

单位支出总表

合  计



单位公开表4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2,134.45 一、本年支出 2,437.05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134.45   (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225.4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住房保障支出 211.5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302.60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02.6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2,437.05 支    出    总    计 2,437.05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收      入 支      出



单位公开表5

单位：万元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846.84 1,657.51 1,946.80 568.24 1,378.56 1,766.80 99.96 5.41% 109.29 6.59%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1,846.84 1,657.51 1,946.80 568.24 1,378.56 1,766.80 99.96 5.41% 109.29 6.59%

2200107 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 30.00 30.00 39.36 39.36 39.36 9.36 31.20% 9.36 31.20%

2200109 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 327.58 327.58 550.00 550.00 550.00 222.42 67.90% 222.42 67.90%

2200122 自然资源卫星 65.00 65.00 52.00 52.00 52.00 -13.00 -20.00% -13.00 -20.00%

22001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692.00 692.00 557.20 557.20 557.20 -134.80 -19.48% -134.80 -19.48%

2200150 事业运行 542.93 542.93 568.24 568.24 568.24 25.31 4.66% 25.31 4.66%

22001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189.33 180.00 180.00 -9.33 -4.9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23.03 223.03 187.65 187.65 187.65 -35.38 -15.86% -35.38 -15.8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23.03 223.03 187.65 187.65 187.65 -35.38 -15.86% -35.38 -15.8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59.34 159.34 149.20 149.20 149.20 -10.14 -6.36% -10.14 -6.36%

2210203 购房补贴 63.69 63.69 38.45 38.45 38.45 -25.24 -39.63% -25.24 -39.63%

2,069.86 1,880.54 2,134.45 755.89 1,378.56 1,954.45 64.59 3.12% 73.91 3.9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执行数 2022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比
2021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
投资后预算数

增减额 增减(%) 增减额 增减(%)

2022年预算数比
2021年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投资）

合  计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执行数
扣除中央基建
投资后执行数

年初预算数



单位公开表6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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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57 617.57

30101 基本工资 313.31 313.31

30102 津贴补贴 155.06 155.06

30113 住房公积金 149.20 149.2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8.32 138.32

30201 办公费 3.50 3.50

30202 印刷费 4.80 4.80

30203 咨询费 3.00 3.00

30204 手续费 0.02 0.02

30207 邮电费 0.50 0.50

30209 物业管理费 1.50 1.50

30211 差旅费 6.00 6.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7.30 7.30

30213 维修(护)费 13.00 13.00

30215 会议费 1.20 1.20

30216 培训费 0.30 0.30

30217 公务接待费 0.07 0.07

30218 专用材料费 3.40 3.40

30226 劳务费 8.00 8.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25.00 25.00

30228 工会经费 20.00 20.00

30229 福利费 21.00 21.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50 9.5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1.80 1.8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43 8.43

755.89 617.57 138.32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2年基本支出

合  计



单位公开表7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2022年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预算中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单位公开表8

单位：万元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2022年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预算中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单位公开表9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9.26 7.30 11.89 11.89 0.07 16.87 7.30 9.50 9.50 0.07

公务接待费

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2021年预算数 2022年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121]自然资源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数量指标 ≥3份 10.00

数量指标 ≥10个 10.00

数量指标 ≥31个 5.00

数量指标 ≥2次 5.00

质量指标 ＝100% 10.00

时效指标 ≥100% 5.00

时效指标 ≥9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1个 30.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5% 10.00上级主管部门满意程度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资金
（万元）

开展技术培训，召开学术交流
、研讨、工作部署会议次数

项目设计评审合格率

编制项目技术设计、实施方案
、总结报告等数量

项目按期完成率

项目执行进度

服务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及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应用案例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

测绘监督检查对象数量

监督检查省级信息收集数量

           其他资金

1.开展国家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完成至少10个对象的抽查及对上一年度抽查不合格单位的二次检查，
形成年度工作报告；
2.汇总全国测绘质量监督抽查成果，形成综合分析报告；
3.开展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承担的1:5万地形更新数据入库后的数据库成果质量检验；
4.配合测绘司开展《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等制度的制修订工
作；
5.梳理现行测绘质量检验相关技术标准，提出后续制修订建议。

三级指标

136.00

136.00

0.00

0.00

测绘监督管理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测绘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及代码



[121]自然资源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数量指标 ≥2份 10.00

数量指标 ≥2份 10.00

数量指标 ≥5个 10.00

质量指标 ≥90% 10.00

质量指标 ≥95% 5.00

时效指标 ≥8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1个 30.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5% 5.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85% 5.00

      其中：财政拨款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53

主管部门及代码

目标1：编制2022年成果质量核验方案；
目标2：完成2022年对承担单位承担生产并完成验收的成果进行质量核查；
目标3：对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承担的任务成果进行质量验收。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项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专项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检验结论正确率

满意度
指标

成果质量检验、核验方案

工作总结

验收报告数量

当年预算执行率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执行进度

50.53

支撑部“两统一”职责履行，
为三维立体自然资源“一张图
”建设提供数据支撑的典型应
用案例

使用部门或单位满意度



[121]自然资源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数量指标 ≥1份 10.00

数量指标 ≥5份 10.00

数量指标 ≥31个 15.00

数量指标 ≥1次 5.00

质量指标 ≥90% 5.00

时效指标 ≥90% 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1个 30.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5% 5.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95% 5.00

      其中：财政拨款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主管部门及代码

依据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实施方案、年度国土利用动态全覆盖遥感监测工作要求和技术方案，编制完善
年度国土利用动态全覆盖遥感监测成果质量检查评价方案，开展技术培训，按照统一标准组织完成国土利
用动态全覆盖遥感监测成果质量检查工作，保障年度国土利用动态全覆盖遥感监测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
、真实性、客观性，为国土变更调查提供高效的质检技术支撑和质量保障服务。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耕地保护督察执法与国土空间动态监测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耕地保护督察执法与国土空间动态监测

项目按期完成率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为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全球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撑的
应用案例

执行率
分值

（10）

生产单位满意度

300.00

满意度
指标

编写规划、标准、规范、指南、
方案、办法、文件、公报、年报
等数量

编写相关技术或政策分析报告、
调研报告、对策建议、意见、研
究报告、质检报告等数量

督查、监督指导、检查、调研、
规划等覆盖的省市县数、示范区
数

开展培训次数

督查、调查、抽查、开展合作、
质检等工作任务完成率



[121]自然资源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数量指标 ≥3份 10.00

数量指标 ≥1项 10.00

数量指标 ≥1次 5.00

数量指标 ≥1个 5.00

质量指标 ≤5% 5.00

时效指标 ≤8小时 10.00

时效指标 ≥1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95% 30.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10.00

自然资源卫星遥感业务支持服务体系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卫星遥感业务支持服务体系

主管部门及代码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执行率
分值

（10）

      其中：财政拨款 52.00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编写完成规划、标准、报告等文
件数量

开展关键应用技术攻关

开展培训次数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2.00

年度开展典型示范的省级中心数
量

系统故障率

对自然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和共性产品质量评价体系进行试验验证和质检试用，广泛征集意见，开展自然资
源卫星遥感数据和共性产品中的水分产品质量评价方案研究，完善自然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和共性产品质量
评价方案；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成果质量检验技术体系研究，研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地表水变化监
测成果的质检技术；研究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监督检查的方案，调研
国土变更调查、国土利用遥感监测等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集成检查点库、开源地理信息库到质检支撑库
系统；开展云平台服务器端与客户端的数据交换研究，打通质检云平台前端系统与后端系统的数据交换通
道。有针对性地选取典型区域、单位、工程和成果开展自然资源卫星遥感质检技术体系的业务化、流程化
应用示范，完善自然资源卫星遥感质检技术体系构成、功能、性能等，不断提升质检效率，服务生产单位
和质检机构质检能力建设，支撑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履行。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时间

项目按期完成率

应用系统平台持续稳定运行

用户满意度



[121]自然资源部 实施单位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90）

数量指标 ≥2类 8.00

数量指标 ≥1份 8.00

数量指标 ≥1份 8.00

数量指标 ≥1套 8.00

数量指标 ≥1类 8.00

质量指标 ≥9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3年 3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5.00

地理信息安全防控与综合监管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地理信息安全防控与综合监管

      其中：财政拨款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上年结转 0.00

           其他资金 0.00

设备设施正常使用年限

主管部门及代码

使用部门或单位满意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6.00

开展地理信息数据安全评估模型研究，完善地理信息安全检测和评估技术体系；开发遥感影像、新型地理
信息产品数据安全风险检测与评估软件，搭建地理信息数据安全检测系统。
开展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跟踪调研，完善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认定的技术方案和程序。开展地理信息
保密处理技术认定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三级指标

执行率
分值

（1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126.00

产出指标

满意度
指标

地理信息安全防控产品测试

完成测试报告数量

项目设计或实施方案

研发安全监管、数据分析等软件
数量

支持保密安全处理数据成果类型

当年预算执行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