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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气象局 2016 年部门决算公开 

 
一、湖南省气象局概况 

湖南省气象局（以下简称省局）受中国气象局和湖南省

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实行双计划财务体制。 

主要职能： 

1.制定地方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计划，并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计划及气象业务建设的组织实施；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要气象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查；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气象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 

2.按照职责权限审批气象台站调整计划；组织管理本行

政区域内气象探测资料的汇总、分发；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

境；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涉外气象活动。 

3.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对重大灾害性天气跨地区、跨部

门的联合监测、预报工作，及时提出气象灾害防御措施，并

对重大气象灾害作出评估，为本级人民政府组织防御气象灾

害提供决策依据；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气象预报、灾害性

天气警报以及农业气象预报、城市环境气象预报、火险气象

 1 



 

等级预报等非专业气象预报的发布。 

4.制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案，并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

导和协调下，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

织管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可能遭受袭

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

检测工作。 

5.负责向本机人民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利用、保护

气候资源和推广应用气候资源区划等成果建议；组织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参与省政府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组织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技术开发和决策咨

询服务等。  

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省局设有 11 个内设机构：办公室，应急减灾处，观测

网络处，科技预报处，计划财务处，人事处，政策法规处、

监察审计处，机关党委办，离退办，总工办。 

省局下设 14 个直属单位：湖南省气象台，湖南省气候

中心，湖南省气象技术装备中心，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湖

南省气象信息中心，湖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中国气象局气

象干部培训学院湖南分院，湖南省防雷中心，湖南省气象局

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湖南省气象局后勤服务中心，湖南省人

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南省气象局财务核算中心，

湖南省气象学会，湖南省气象局预警中心建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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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表）。 

三、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 年省局本年收入 4185.33 万元，较上年收入降比

35.1%，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184.80 万元，其他收入 0.53 万

元；本年支出 4348.83 万元，较上年降比 36.53%，其中基本

支出 952.67 万元，项目支出 3396.17 万元。 

2.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6 年省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184.8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气象服务支出 597.48 万元（其他发展与改

革事务支出 597.48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14.3%；科学技术支

出 11.00 万元(学术交流活动 4.00 万元，科技奖励 7.00 万

元) 占本年收入的 0.03%；重点研发计划 15.00 万元，占本

年收入的 0.03%；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10.00 万元，占本年收

入的 0.02%；农林水支出 75.00 万元（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5.00 万元，林业防灾减灾 70.00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0.18，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00万元（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3.00

万元）占本年收入的 0.007%；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3473.32

万元（气象服务 1664.13 万元，气象装备报账维护 300.00

万元，其他气象事务支出经费 1509.19 万元) 占本年收入的

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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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4348.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气象服务

支出 99.97 万元（其他发展与改革事务支出 99.97 万元）占

本年支出的 0.23%；科学技术支出 11.00 万元(学术交流活动

4 万元，科技奖励 7 万元) 占本年支出的 0.03%；农林水支

出 82.00 万元（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5万元，林业防灾减灾

77 万元）占本年支出的 0.19%；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00

万元（其他安全生产监管支出 3.00 万元）占本年支出的

0.007%；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4152.87 万元(气象服务

1743.98 万元、气象装备保障维护 896.87 万元、其他气象事

务支出经费 1512.02 万元) 占本年支出的 95.49%。 

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 年省局财政拨款收入 4148.8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降比 34.21%，支出 4348.31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降比 27.96%。 

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348.31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降比 27.96%。其中：基本支出 952.14 万元，占比 21.89%；

项目支出 3396.17 万元，占比 78.1%。 

2016 年财政拨款支出 4348.31 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2383.36 万元，同比增加 54.81%。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增加

11.00 万元、农林水支出增加 82.00 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

支出增加 3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增加 2187.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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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追加了基建经费和动用了以前年度的结余资金。 

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952.14 万元，其中：气

象服务 171.08 万元，占比 17.96%；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781.06

万元，占比 82.03%。 

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2016 年省局“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2.79 万元，其中公

务接待费 2.79 万元。“三公”经费支出合计较年初预算数减

少 1.01 万元，同比下降 0.003%、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9.01 万

元，同比下降 76.35%，主要下降原因为我单位 2016 年度严

格控制“三公”经费的使用，减少公务接待的批次和人数。 

2016 年公务接待共计 35 批次接待人次 300 人。 

机关车改后，保留四台公务用车，运行费用在中央部门

决算报表中开支，为避免口径重复计算，本表未反映。 

2016 年无因公出国（境）费。 

8．其他重要事项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961.54 万元，比

2015 年减少 96.41 万元，降低 9.1%。主要原因为按照厉行

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行政运行成本。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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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省局政府采购情况报送中央决算报表，为避免口

径重复计算，本表未反映。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湖南省人工影响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务用车 1辆、其他用

车 1 辆；湘潭市气象局其他用车 1 辆。 

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和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

用设备通过中央部门决算报表上报，为避免口径重复计算，

本表未反映。 

 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1）专项资金政策情况。湖南省气象局 2016 年专项资

金包括：业务工作专项 840 万元，设立专项资金的政策依据

充分，政策目标设置科学，目标如期完成。 

（2）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湖南省气象局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为规范性文件，资金由湖南省气象局统一管理，项目

申报规范，实行统一申报、统一审定。 

（3）专项资金安排情况。牢固树立先预算后支出理念，

资金安排由局长办公会于每年初集体研究决定，资金分配不

存在“散、小、乱”情况，无克扣、截留、挪用等违规现象；

对符合要求应拨付直属单位、市县气象部门的资金及时拨付

到位。 

（4）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资金使用单位财务制度健全，

管理规范，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任务，无浪费或套取

资金等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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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项资金绩效情况。完成了预算编制时提出的绩

效目标，专项的实施效果良好。 

四、专业名词解释 

气象服务：指从事气象探测、预报、服务和气象灾害

防御、气候资源利用等活动。 

 

附件：湖南省气象局 2016 年部门决算报表 

               

 

 

 

                                 湖南省气象局 

                                201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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