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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贯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组织起草全省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管理

法规规章草案。负责拟订全省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研究提出全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总体规划及省级储备品种目录的建议。根据省级储备总体发展规划和品种目录，组织实施省级

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负责全省粮食流通行业管

理，研究提出全省粮食宏观调控、供求总量平衡和年度计划，指导协调粮食购销工作和粮食产销合作。

协调推动全省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负责全省粮食监测预警，组织安排和协调保障政策性粮食供应。管

理全省粮食（含食用油，下同）、棉花、食糖储备，负责省级储备粮棉糖行政管理。研究提出省级储

备粮棉糖规模、总体布局以及收储、进出口总量计划和建议，管理省级储备粮棉糖轮换计划并组织实

施。执行国家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有关政策标准、粮食质量标准和储存、运输技术规范，执行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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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物资储备仓储管理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负责全省粮食流通、加工行业和物资储备安全生产的监

督管理。指导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的科技进步工作，负责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根

据省级储备总体发展规划，统一负责全省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拟订全省储备基础设施、粮食流

通设施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管理有关储备基础设施和粮食流通设施省级投资项目。负责全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系统依法行政和法制建设工作。负责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备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开展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负责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

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全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承担全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日常工作。负责对

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粮食业务的指导和分类管理。完成省委、省政府、省发改委交办的其他任

务。

（二）机构设置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法规体改处）、粮食储备处、物资和能源储备处、

规划发展处、财务审计处、安全仓储与科技处、执法督查处（粮安考核处）、人事处（离退休人员服

务管理处）、机关党委。

二、2021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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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这一总纲，贯彻落实“五项要求”、“五个扎实”，按照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和全国粮食和物

资储备工作视频会议安排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聚焦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核心职能，坚守安全稳定廉政“三条底线”，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稳市场、保安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全省粮食安全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体系，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

一、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1.持续推进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改革。认真落实我省《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

理的实施措施》，聚焦重点改革目标任务，强化督促指导和调度协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工作进展，

加快建立健全功能互补、权责清晰、管理科学、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储备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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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完善省级储备粮管理体制机制。坚持“政府储备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原则，全

面推进省储备粮管理改革，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夯实安全责任，稳妥实施资产划转、

人员分岗，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3.推动市县储备粮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政策解读和分类指导，推动市县结合本地实际，认真

贯彻我省《实施措施》，深化国有粮食储备企业改革，实现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彻底分开，妥善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保改革任务按期完成。

4.推动物资储备安全管理改革。根据国家出台的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改革实施意见，研

究制定我省相关实施办法。进一步理顺重要商品物资和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体制机制，研究提出优化物

资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建议，制定物资储备布局优化调整方案。

5.完善军粮供应保障机制。构建全省军粮集约化保障体系，落实配套资金，加快推进实施军粮供

应工程项目建设，适时修订军粮供应政策制定办法，不断完善军粮供应管理体系和统筹运行保障机制。

加强军粮质量和财务管理，进一步提升军粮供应规范化管理水平。

二、强化“两项考核”，推动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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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之以恒抓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实行党政同责，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开

展 2020 年度市（区）实地考核和部门评审，按期完成考核工作。协调督促考核成员单位全面完成各

项任务，力争在国考中取得好成绩。

7.组织开展省级储备粮管理首度考核。探索建立我省省级储备粮管理考核办法，制定考核评价标

准和实施细则，优化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年度考核。推动年度考核和日常监管深度衔接，确保省级储

备粮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储存安全，管理规范。

三、加快立法修规，依法管粮管储

8.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大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将《陕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推动《陕西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年内出台并实施。制定完善省级储备粮轮换

管理及地方储备安全、质量管控、管理问责等制度办法，全面梳理各类物资储备管理规章制度和规范

标准，不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

9.强化执法监督和储备监管。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加强中央和地方粮

食储备的协同监管，切实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开展好国有粮库调查摸排发现问题整改“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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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粮食库存检查、粮食收购专项检查和应急物资专项检查。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检查机制，探索建立省级储备粮库存动态监管系统和粮食企业信

用监管平台。充分发挥“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作用，严肃查处涉粮涉储违法违规案

件。

10.严格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做好粮食质量安全（风险）预警监测、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工作。

进一步加大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监测密度和范围，夯实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联合

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抓紧制定出台《超标粮食收购处置暂行办法》，严防超标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四、强化规划引领，提升发展水平

11.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局和有关部门，修订完善我局“十四五”总体规划

和粮食产业发展、物资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粮食和物资储备人才发展、粮食和

物资储备信息化等专项规划，争取上半年印发并组织实施。

12.做好重大项目储备与实施。加强“十四五”建设项目的征集和储备，指导项目做好论证、可

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推出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争取国家项目支持。积极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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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粮仓、现代粮食物流骨干网络和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13.加强调查研究。围绕保障我省区域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安全，聚焦深化改革转型、加强宏观

调控能力、健全储备体系、提高储备效能等重点领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服务决策、指导工作的

高质量调研成果。

五、全力保障供应，提升收储调控能力

14.认真履行保供稳市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夯实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

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供应工作，确保全省粮油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15.全力做好粮油市场调控。完善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统计和调查分析，密切关注粮油市场

供需及价格情况，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健全市场调控机制，适时进行预调微调精

调，打好市场调控组合拳。加强粮源组织调度，做好产销衔接，保障市场供应。健全信息发布机制，

加强舆情引导，科学合理引导预期。加强粮食应急体系建设，修订粮食应急预案，提升粮食应急保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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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抓好粮食收购搞活流通。积极抓好粮食收购，严格执行收购政策，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

出”的底线。不断深化粮食产销合作，搞活粮食流通。发挥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功能，建立符合陕

西省储备粮实际的交易专场，扩大储备粮轮换进场交易规模。积极组织粮食企业参加第四届中国粮食

交易大会和第三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

17.稳妥实施粮食增储。认真落实省政府增储要求，指导省储备粮管理集团公司及各市（区）完

成新增 4 亿斤储备粮规模计划。建立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落实西安市主城区成品粮油储备保

障天数达到国家规定的 15 天供应量要求，持续夯实成品粮油保障基础，提高应急保障能力。配合有

关部门研究完善政府储备规模动态调整机制，制定粮食储备分级动用方案。

六、加强物资储备管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18. 加强物资储备管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省级救灾物资收储轮换，按照指令要求，完成调

拨任务。加强对重要商品的督导检查，确保省级重要商品应急储备规模数量落实到位。强化物资储备

日常管理，切实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

19.提高物资储备应急保障能力。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陕西省省级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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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动用程序，夯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物资收储、调拨、运输等环节制度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加

强应急演练，确保储得进、调得动、用得上。认真开展能源储备工作调研，做好与国家局的联系对接，

协助推动国家能源储备基地落地陕西，探索建立地方成品油储备。

七、突出区域特色，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20.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按照国家关于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总体要求，全面完成三年建

设任务，扎实做好第一轮优质粮食工程收尾工作。积极谋划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项目。研究制定《品

牌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组织开展“中国好粮油”、“陕西好粮油”产品遴选，持续推进“陕西好粮

油”区域公共品牌“1+N”体系建设，打响 优先打造“延安小米”品牌。实施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

企业信贷支持行动。

21.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健全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推动由各环节分散经营向一体化发

展转变。围绕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的建设，依托优质粮食工程的推进实施，强化项目带动，培育龙头

企业，发展粮食循环经济，着力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满足粮油消费升级需求。深化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粮食领域合作，鼓励陕西粮农集团、西安爱菊集团等大型骨干粮食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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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跨国经营。

八、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22.大力实施推进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专业优势，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创新

和新产品研发。积极开展科学储粮、粮油加工及节粮减损相关新技术研发应用。支持粮食加工企业建

立科创中心、博士工作站，引入院士加盟，提高核心竞争力。落实科技创新激励政策，激发各类主体

科技创新积极性和要素投入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好 2021 年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活

动。

23.全面实施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认真落实我省“人才兴粮”“科技兴粮”实施意见，不断健

全和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适时组织开展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加大各类人员

培训力度，重点培养青年拔尖人才和技能拔尖人才，选拔一批“技能大师”。落实人才激励政策，鼓

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推动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高质量发展。

九、夯实基础工作，筑牢发展根基

24.持续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收尾工作，巩固省级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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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成果，做好相关项目的完善提升工作。继续做好“一整两通”工作，强化信

息互联互通，提升数据和视频质量。加强信息系统应用，推动信息技术与粮食业务、企业管理、行业

监管等需求深度融合，提升应用水平。

25.抓牢盯紧安全储存和安全生产。持续推进仓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仓储管理制度

体系，全力保障储存安全。认真做好物资储备安全管理，规范超期储备物资报废处置工作，确保储备

安全。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和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对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

生产动态监管，抓好重要敏感时期安全及春冬季火灾事故易发时期的管控，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统筹

做好局系统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26.积极推动节粮减损。积极推动节粮减损各项措施落实，加强粮食损失浪费全链条管控。指导

企业开展粮食仓储、运输、加工等环节减损工作，推动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发挥作用，组织实施农户科

学储粮专项，大力推广科学储粮新技术。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开展好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等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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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坚持政治统领，激励担当作为

27.坚持政治建设统领。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党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的全

面领导。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28.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重大问题

集体研究决策，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

机制，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组织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做好系统内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选树工作。持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抓好“五星级”党

支部巩固拓展工作。做好党员干部的走访慰问，开展为困难干部职工送温暖活动。

29.全面提升干部能力。认真落实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实施意见，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聚

焦忠诚干净担当，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利用参与重大任务、挂职锻炼、双向交流、扶贫支援等

培养锻炼干部。通过开展青年干部论坛、处长业务讲座、跟班学习锻炼等方式，推进干部学习交流。

加强干部平时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激励作用。加大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因私出国等监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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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做好离退休老干部服务工作。

30.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精神，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

个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续加强经常性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以赵正永、魏民洲、冯新柱、

钱引安、陈国强等为反面镜鉴，常态长效开展“以案促改”。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委实施办法

精神，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持续加强和改进作风，进一步精文减会。强化权力运

行监督制约和风险防控，紧盯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政府采购、储备收储轮换等关键环节、重点部位、

“关键少数”，实施全过程监督，强化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防范廉政风险。

31.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实施推进模范机关创建、法治机关建设和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对照

创建条件和项目内容，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推动做好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干部职工

福利待遇等相关工作，积极争取机关办公区域电力改造和功能提升项目建设。及时为困难干部提供帮

助，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坚持依法行政，推进阳光政务，接受群众和社会监

督。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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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部门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6 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机关）
无

2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陕西省粮油信息中心）
无

3 陕西省军粮供应中心 无

4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服

务中心
无

5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陕西省粮食经济

研究中心）

拟更名为陕西省粮食

质量安全中心（陕西省

粮食经济研究中心）

6 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无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55 人，其中行政编制 64 人、事业编制 91 人；实有人员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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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行政 64 人、事业 69 人、机关工勤 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12 人，其中离休人员 10

人，养老中心统发工资退休 89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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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8，307.3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661.42 万元，事业收入 1，

303.50 万元，其他收入 97.5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244.89 万元。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565.49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粮食专项资金、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陕西省救灾物资储

备中心转隶至我局；三是因今年无结转，较上年结转结余减少。

2021 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 8，307.31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计 8，126.42 万元，未安排支出的

实户资金 180.89 万元。本年支出按支出功能科目分：教育支出 44.4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92.22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758.54 万元。本年支出按经济科目

分：其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3，889.22 万元（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2，813.42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913.4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62.34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4，237.20 万元（具体

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 3，630.35 万元，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151 万元，资本性支出 30.85 万元，对

企业补助 425 万元）。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565.49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粮食专

项资金、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三是因今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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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较上年结转结余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6，661.4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661.42 万元，无

上年结转。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1,813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粮食专项资金、

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三是今年无结转资金。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6，661.42 万元，本年支出按支出功能科目分：其中教育支出 44.48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44.49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341.27 万

元。本年支出按经济科目分：其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2，772.22 万元（具体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2，224.4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85.4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62.34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

出 3，889.20 万元（具体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 3，282.35 万元，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151 万元，资

本性支出 30.85 万元，对企业补助 425 万元）。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1，813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粮食专项资金、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陕西省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因此部门财政拨款支出增加；三是今年无结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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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6，661.42 万元，较上年增加 3，741.23 万元，主要

原因：一是部分粮食专项资金、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

至我局，因此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1 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61.42 万元，其中：

（1）培训支出（2050803）44.48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68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2019—2023 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要求，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2）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130.82 万元，较上年减少 98.92 万元，主要原因是离休人员

减少，离休费用减少。

（3）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0.3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36 万元，主要原因是离退休人员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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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房公积金（2210201）144.5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0.19 万元，原因是单位人员增加，住

房公积金缴纳费用增加。

（5）行政运行（2220101）1304.1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5.39 万元，原因是增人增资、晋级晋

档。

（6）机关服务（2220103）250.72 万元，较上年增加 50.57 万元，原因是电力设备增容费用增

加及增人增资、晋级晋档。

（7）粮食信息统计（2220105）36.5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50 万元，原因是按照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下发的《关于拨付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固定调查点费用补助和粮油市场监测费用的通知》（国

粮办发〔2020〕433 号）要求，省级财政予以配套的经费。

（8）粮食专项业务活动（2220106）598.2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3.38 万元，原因一是按照国家

发改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11 部门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认真开展 2020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发改粮食〔2020〕1277 号）要求，粮食储备监督检查经费需列入部门预算；

二是对省级粮食信息管理云平台进行网络安全升级改造及等级测评，开展省级重要商品应急储备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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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等履职工作。

（9）其他粮油事务支出（2220199）3,389.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2,621.04 万元，原因是粮食专

项资金省级部分纳入部门预算。

（10）食糖储备（2220502）10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1 万元，原因是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省级部

分列入部门预算。

（11）应急物资储备（2220511）236.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36.04 万元，原因是物资储备专项

资金省级部分列入部门预算，及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

（12）其他重要商品储备支出（2220599）425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5 万元，原因是物资储备专

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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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61.42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2，224.47 万元，较上年增加 431.58 万元，原因是增人增资、晋级晋档及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调整。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667.76 万元，较上年增加 2，781.5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粮食

专项资金、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纳入部门预算；二是部门履职业务经费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62.34 万元，较上年减少 67.40 万元，原因是离休人员减少，

离休费相应减少。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309）15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1 万元，主要原因是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基础设施改造费用。

资本性支出（310）30.8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85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需购置办公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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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补助（312）425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5 万元，主要原因是省级食糖和部分重要商品应急

储备补贴资金纳入部门预算。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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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661.42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1,167.6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8.97 万元，原因是增人增资、晋级晋

档、公务员医疗保险基数增加。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2,255.8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09.14 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粮食

专项资金项目由局机关实施，纳入部门预算，因此部门支出增加。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03）28.1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1 万元，原因是增加人员，需购置办

公设备。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2,468.8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94.14 万元，陕西省救灾物资储

备中心转隶至我局，因此部门预算支出增加。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506）153.7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0.75 万元，主要原因是陕西省救灾

物资储备中心仓库维修加固等费用支出。

其他对企业补助（507）425 万元，主要原因是单位增加重要商品储备职能，新增部门预算支出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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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家庭补助（509）162.34 万元，比上年减少 67.37 万元，主要原因是离休人员减少，离

休费用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7.2 万元，与上年持平（0%），持平的

主要原因是确保机关正常运转。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13.20 万元，与上年持平（0%），主要原

因是保障因公出国（境）人员经费支出；公务接待费 3 万元，与上年持平（0%），主要原因是继续严



- 26 -

格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厉行节约的规定，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规模和标准；公务用车

运行费 21 万元，与上年持平（0%），主要原因是继续加强公务车辆使用管理，控制公务车辆运行费

用支出。本部门将继续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筑牢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思想意识。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支出 23.3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85 万元（19.79%），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相关费用增加。培训费 44.48 万元，较上年增

加 20.68 万元（86.89%），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9—2023 年全国党员教育

培训工作规划》要求，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4 辆，单价 20 万以上的设备 75 台（套）。2021

年当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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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当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991.3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515.85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类预算 105.5 万元，工程类预算 370 万元。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1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661.42 万元。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309.64 万元，较上年增加 68.56 万元，主要原因是陕西省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转隶至我局，相关费用增加。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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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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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公”经费：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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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

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

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支出。

3.粮油物资储备（类）粮油事务（款）：指用于粮油事务方面的支出。

4.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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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当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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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本说明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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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一、部门预算 80624227.52 一、部门预算 81264227.52 一、部门预算 81264227.52 一、部门预算 81264227.52

  1、财政拨款 66614200.00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38892246.80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1676232.78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6614200.00   2、外交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28134236.10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2557962.72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2020000.00   3、国防支出 0.0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9134566.20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281000.00

    (2)政府性基金拨款 0.00   4、公共安全支出 0.00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00   5、教育支出 444,800.00        (4)资本性支出 0.00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39338087.52

  2、上级补助收入 0.00   6、科学技术支出 0.00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42371980.72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537500.00

  3、事业收入 13035027.52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0.00   7、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04.5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6303480.72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0.00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0.00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0.00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10、卫生健康支出 0.00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6、其他收入 975000.00   11、节能环保支出 0.00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510000.00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12、城乡社区支出 0.00        (6)资本性支出 3085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0.00

  13、农林水支出 0.00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00   13、转移性支出 0.00

  14、交通运输支出 0.00        (8)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14、预备费及预留 0.00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0.00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0.00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1,922,179.04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7,585,443.98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80624227.52 本年支出合计 81264227.52 本年支出合计 81264227.52 本年支出合计 81264227.52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00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2448848.07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1808848.07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1808848.07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1808848.07 

上年结转 0.00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结转 0.00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余 0.00



表1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收入总计 83073075.59 支出总计 83073075.59 支出总计 83073075.59 支出总计 83073075.59 



表2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拨款

上级补助收

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对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上年实户资金余

额
其他收入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项

目

83,073,075.59 66,614,200.00 32,020,000.00 13,035,027.52 2,448,848.07 975,000.00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83,073,075.59 66,614,200.00 32,020,000.00 13,035,027.52 2,448,848.07 975,000.00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40,386,000.00 40,386,000.00 22,060,000.00

　　312004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5,724,500.00 2,464,500.00 1,000,000.00 2,540,000.00 720,000.00

　　312005 　　陕西省军粮供应中心 6,488,400.00 6,303,400.00 185,000.00

　　312006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服务中心 2,507,200.00 2,507,200.00

　　312007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1,213,948.07 4,995,100.00 1,510,000.00 3,700,000.00 2,448,848.07 70,000.00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16,753,027.52 9,958,000.00 7,450,000.00 6,795,027.52



表3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对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上年实户资
金余额

其他收入 上年结转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
部门预算的项目

81,264,227.52 66,614,200.00 32,020,000.00 13,035,027.52 640,000.00 975,000.00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81,264,227.52 66,614,200.00 32,020,000.00 13,035,027.52 640,000.00 975,000.00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40,386,000.00 40,386,000.00 22,060,000.00

　　312004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5,724,500.00 2,464,500.00 1,000,000.00 2,540,000.00 720,000.00

　　312005 　　陕西省军粮供应中心 6,488,400.00 6,303,400.00 185,000.00

　　312006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服务
中心

2,507,200.00 2,507,200.00

　　312007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9,405,100.00 4,995,100.00 1,510,000.00 3,700,000.00 640,000.00 70,000.00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16,753,027.52 9,958,000.00 7,450,000.00 6,795,027.52



表4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66614200.00 一、财政拨款 66,614,200.00 一、财政拨款 66614200.00 一、财政拨款 66614200.00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6614200.00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27722219.28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1676232.78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32020000.00   2、外交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22244708.58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2557962.72

  2、政府性基金拨款   3、国防支出 0.0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854066.20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28100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公共安全支出 0.00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00

  5、教育支出 444,800.00        (4)资本性支出 0.00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4688060.00

  6、科学技术支出 0.00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38891980.72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153750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0.00   7、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04.5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2823480.72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0.00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0.00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0.00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10、卫生健康支出 0.00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11、节能环保支出 0.00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510000.00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12、城乡社区支出 0.00        (6)资本性支出 3085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0.00

  13、农林水支出 0.00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00   13、转移性支出 0.00

  14、交通运输支出 0.00        (8)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14、预备费及预留 0.00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15、其他支出 0.00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10)其他支出 0.00

  17、金融支出 0.00   3、上缴上级支出 0.00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00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20、住房保障支出 1,444,926.24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3,412,669.26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0

  24、预备费 0.00

  25、其他支出 0.00

  26、转移性支出 0.00

  27、债务还本支出 0.00

  28、债务付息支出 0.00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66614200.00 本年支出合计 66,614,200.00 本年支出合计 66614200.00 本年支出合计 66614200.00

上年结转 0.00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0.00

收入总计 66614200.00 支出总计 66614200.00 支出总计 66614200.00 支出总计 66614200.00



表5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205 教育支出 444,800.00 400,000.00 44,8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444,800.00 400,000.00 44,800.00

　　　　2050803 　　　　培训支出 444,800.00 400,000.00 44,8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04.50 1,258,204.50 53,6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11,804.50 1,258,204.50 53,60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308,204.50 1,258,204.50 50,00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00.00 3,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444,926.24 1,444,926.2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444,926.24 1,444,926.2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444,926.24 1,444,926.24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63,412,669.26 21,922,734.34 2,642,754.20 38,847,180.72

　　22201 　　粮油事务 55,792,243.50 19,783,309.58 2,421,753.20 33,587,180.72

　　　　2220101 　　　　行政运行 13,041,122.78 11,808,692.78 1,232,430.00  



表5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2220103 　　　　机关服务 2,507,200.00 1,773,476.80 733,723.20  

　　　　2220105 　　　　粮食信息统计 365,000.00 365,000.00  

　　　　2220106 　　　　粮食专项业务活动 5,982,180.72 5,982,180.72  

　　　　2220199 　　　　其他粮油事务支出 33,896,740.00 6,201,140.00 455,600.00 27,240,000.00  

　　22205 　　重要商品储备 7,620,425.76 2,139,424.76 221,001.00 5,260,000.00

　　　　2220502 　　　　食糖储备 1,010,000.00 1,010,000.00  

　　　　2220511 　　　　应急物资储备 2,360,425.76 2,139,424.76 221,001.00  

　　　　2220599 　　　　其他重要商品储备支出 4,250,000.00 4,250,000.00  



表6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

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2,244,708.58 22,244,708.58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3,847,351.38 3,847,351.38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64,392.00 2,764,392.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404,839.40 2,404,839.40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86,300.00 286,300.0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963,890.00 1,963,890.00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0,000.00 150,00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235,734.00 4,235,734.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930,600.00 930,60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16,820.16 1,116,820.1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78,750.08 378,750.0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320,000.00 1,320,000.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30,564.44 530,564.4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6,000.00 56,000.00



表6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

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978,552.00 978,552.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51,449.36 751,449.36

　　30114 　　医疗费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30114 　　医疗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8,500.00 58,5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1,000.00 31,0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9,965.76 239,965.7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677,546.92 757,712.00 3,096,354.20 32,823,480.72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390,988.65 131,367.93 259,620.72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7,600.00 117,600.00 20,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195,000.00 110,000.00 85,0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3,000.00 5,000.00 78,00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000.00 33,0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表6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

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000.00 228,0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60,000.00 60,0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9,911.00 29,911.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0.00 150,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887.48 42,887.48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430,000.00 80,000.00 350,0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8,900.00 68,900.00 180,000.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50207 因公出国（境）费用 132,000.00 132,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102,000.00 102,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2,300.00 62,300.00 20,0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177,530.00 141,830.00 35,700.00

　　30215 　　会议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5,500.00 55,50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44,800.00 400,000.00 44,8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30,000.00 30,000.00



表6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

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30218 　　专用材料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44,223.20 360,223.20 84,0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960,000.00 960,0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8,000.00 258,0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112,232.07 112,232.07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002.52 140,002.52

　　30229 　　福利费 50201 办公经费 54,890.00 54,890.00

　　30229 　　福利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300.00 9,3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000.00 11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923,522.00 693,522.00 80,000.00 15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500.00 50,500.00 10,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235,000.00 125,000.00 18,110,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816,460.00 25,600.00 11,790,860.00



表6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

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66,614,200.00 24,625,865.08 3,096,354.20 38,891,980.7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1,623,444.5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258,204.50 1,258,204.50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40,040.00 40,040.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90,200.00 190,20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35,000.00 135,000.00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1,510,000.00 1,510,000.00

　　30905 　　基础设施建设 50602 资本性支出（二） 1,510,000.00 1,510,000.00

310 资本性支出 308,500.00 308,5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281,000.00 281,0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27,500.00 27,500.00

312 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4,250,000.00

　　312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507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4,250,000.00 4,250,000.00



表7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205 教育支出 400,000.00 400,0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400,000.00 400,000.00

　　　　2050803 　　　　培训支出 400,000.00 4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11,804.50 1,258,204.50 53,6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11,804.50 1,258,204.50 53,60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308,204.50 1,258,204.50 50,00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600.00 3,6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444,926.24 1,444,926.2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444,926.24 1,444,926.2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444,926.24 1,444,926.24  



表7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3,333,058.54 21,922,734.34 1,410,324.20

　　22201 　　粮油事务 20,972,632.78 19,783,309.58 1,189,323.20

　　　　2220101 　　　　行政运行 13,041,122.78 11,808,692.78 1,232,430.00  

　　　　2220103 　　　　机关服务 2,507,200.00 1,773,476.80 733,723.20  

　　　　2220199 　　　　其他粮油事务支出 6,656,740.00 6,201,140.00 455,600.00  

　　22205 　　重要商品储备 2,360,425.76 2,139,424.76 221,001.00

　　　　2220511 　　　　应急物资储备 2,360,425.76 2,139,424.76 221,001.00  



表8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2,244,708.58 22,244,708.58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3,847,351.38 3,847,351.38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64,392.00 2,764,392.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404,839.40 2,404,839.40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86,300.00 286,300.0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963,890.00 1,963,890.00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0,000.00 150,00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235,734.00 4,235,734.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930,600.00 930,60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16,820.16 1,116,820.1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78,750.08 378,750.0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320,000.00 1,320,000.00  



表8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30,564.44 530,564.4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6,000.00 56,00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978,552.00 978,552.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51,449.36 751,449.36  

　　30114 　　医疗费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00,000.00 200,000.00  

　　30114 　　医疗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8,500.00 58,5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1,000.00 31,000.0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39,965.76 239,965.7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854,066.20 757,712.00 3,096,354.2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131,367.93 131,367.93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7,600.00 117,6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110,000.00 110,000.00  



表8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0 5,00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000.00 33,0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00.00 100,00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000.00 228,0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60,000.00 60,0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9,911.00 29,911.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0.00 150,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887.48 42,887.48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80,000.00 80,0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900.00 68,9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102,000.00 102,000.00  



表8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2,300.00 62,3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141,830.00 141,83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00,000.00 400,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30,000.00 30,0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0,223.20 360,223.2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112,232.07 112,232.07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002.52 140,002.52  

　　30229 　　福利费 50201 办公经费 54,890.00 54,890.00  

　　30229 　　福利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300.00 9,3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000.00 11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773,522.00 693,522.00 80,000.00  



表8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

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27,722,219.28 24,625,865.08 3,096,354.2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0.00 50,5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5,000.00 125,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600.00 25,6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23,444.50 1,623,444.5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258,204.50 1,258,204.50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40,040.00 40,040.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90,200.00 190,200.0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35,000.00 135,000.00  



表9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表10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42,371,980.72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42,371,980.72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4,658,120.72

　　　　 　　　　通用项目 2,033,120.72

　　　　　　 　　　　　　出国出境 132,000.00

　　　　　　　　 　　　　　　　　出国出境 132,000.00

　　　　　　 　　　　　　网络信息化建设 750,000.00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 750,000.00

　　　　　　 　　　　　　专项购置 281,000.00

　　　　　　　　 　　　　　　　　政府采购 281,000.00

　　　　 　　　　专用项目 22,625,000.00

　　　　　　 　　　　　　救灾物资储备 5,460,000.00

　　　　　　　　
　　　　　　　　省级食糖和部分重要商品应急
储备补贴资金

5,260,000.00



表10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42,371,980.72

　　　　　　　　
　　　　　　　　省级重要商品应急储备应急演
练

200,000.00

　　　　　　 　　　　　　粮食产业发展 16,800,000.00

　　　　　　　　 　　　　　　　　省级粮食专项资金 16,800,000.00

　　　　　　粮食行业监管 870,120.72

                 粮食监督检查经费 870,120.72

　　　　　　 　　　　　　粮油收储管理 365,000.00

　　　　　　　　
　　　　　　　　全省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城
乡居民固定调查户及粮油市场价格监测

365,000.00

　　312004 　　西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1,000,000.00

　　　　 　　　　专用项目 1,000,000.00

　　　　　　 　　　　　　粮食产业发展 1,000,000.00

　　　　　　　　 　　　　　　　　第四届国家粮食交易大会 1,000,000.00

　　312005 　　陕西省军粮供应中心 3,793,860.00



表10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42,371,980.72

　　　　 　　　　专用项目 3,793,860.00

　　　　　　 　　　　　　粮食行业监管 3,793,860.00

　　　　　　　　 　　　　　　　　政策性粮食供应保障经费 3,793,860.00

　　312007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270,000.00

　　　　 　　　　专用项目 3,270,000.00

　　　　　　 　　　　　　粮食产业发展 3,270,000.00

　　　　　　　　 　　　　　　　　粮食收获品质测报及经济研究 1,760,000.00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基础设施改造
1,510,000.00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9,650,000.00

　　　　 　　　　专用项目 9,650,000.00

　　　　　　 　　　　　　救灾物资储备 9,450,000.00

　　　　　　　　 　　　　　　　　救灾物资储备 7,250,000.00



表10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42,371,980.72

　　　　　　　　 　　　　　　　　救灾物资管理 2,200,000.00

　　　　　　 　　　　　　粮食行业监管 200,000.00

　　　　　　　　
　　　　　　　　落实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专项资金
200,000.00



表11

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
单位：元

预算单
位代码

预算单
位名称

预算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
科目代码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代码

政府经济分类科
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性质 备注

** ** ** ** ** ** ** ** ** ** **

注：项目类别指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资金性质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等。



表12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内容 规格型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购

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55041 9,913,500.00

222 01 05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55000 55,000.00

222 01 05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55000 55,000.00

222 01 05 　　　　 

　　　　全省社会粮

油供需平衡调查城乡

居民固定调查户及粮

油市场价格监测

C081401印刷服务  A4 55000 302 02 502 01 9月份 55,000.00

222 01 06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36 158,500.00

222 01 06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34 131,000.00

222 01 06 　　　　 　　　　政府采购
A02010104台式计算

机
 台式电脑 10 310 02 503 06 9月份 60,000.00

222 01 06 　　　　 　　　　政府采购
A02010105便携式计

算机
 笔记本电脑 2 310 02 503 06 9月份 16,000.00

222 01 06 　　　　 　　　　政府采购 A0206180203空调机  空调 10 310 02 503 06 9月份 25,000.00

222 01 06 　　　　 　　　　政府采购 A0601办公家具  家具 12 310 02 503 06 9月份 30,000.00

222 01 06 　　312005
　　陕西省军粮供应

中心
2 27,500.00

222 01 06 　　　　 
　　　　政策性粮食

供应保障经费
A020201复印机  复印机 1 310 02 506 01 9月份 25,000.00

222 01 06 　　　　 
　　　　政策性粮食

供应保障经费

A020204多功能一体

机
 兄弟 1 310 02 506 01 9月份 2,500.00

222 01 99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2 6,000,000.00

222 01 99 　　312004
　　西安国家粮食交

易中心
1 1,000,000.00



表12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内容 规格型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购

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55041 9,913,500.00

222 01 99 　　　　 
　　　　第四届国家

粮食交易大会
C0602展览服务  1 1 302 99 505 02 月份 1,000,000.00

222 01 99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

储备中心
1 5,000,000.00

222 01 99 　　　　 
　　　　救灾物资储

备

A070399其他被服装

具
 1 1 302 99 505 02 月份 5,000,000.00

222 05 11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3 3,700,000.00

222 05 11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

储备中心
3 3,700,000.00

222 05 11 　　　　 
　　　　日常公用经

费
B01建筑物施工  座 1 302 13 505 02 9月份 1,500,000.00

222 05 11 　　　　 
　　　　日常公用经

费
B02构筑物施工  座 1 302 13 505 02 9月份 500,000.00

222 05 11 　　　　 
　　　　日常公用经

费
B08修缮工程  座 1 302 13 505 02 9月份 1,700,000.00



表13

2021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0年 2021年 增减变化情况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合计 804,500.00 372,000.00 132,000.00 3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194,500.00 238,000.00 1,049,830.00 372,000.00 132,000.00 3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233,030.00 444,800.00 245,330.00 38,530.00 206,800.00

312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804,500.00 372,000.00 132,000.00 3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194,500.00 238,000.00 1,049,830.00 372,000.00 132,000.00 3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233,030.00 444,800.00 245,330.00 38,530.00 206,800.00

　　312001
　　陕西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632,000.00 312,000.00 132,000.00 3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20,000.00 200,000.00 894,330.00 272,000.00 132,000.00 3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177,530.00 444,800.00 262,33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57,530.00 244,800.00

　　312004
　　西安国家粮食交

易中心

　　312005
　　陕西省军粮供应

中心
24,500.00 24,500.00 65,5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45,500.00 41,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1,000.00

　　312006
　　陕西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服务中心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312007
　　陕西省粮油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4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30,000.00 9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10,000.00 -5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30,000.00

　　312008
　　陕西省救灾物资

储备中心



表14

2021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粮食产业发展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1,07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9,790,000.00 

             其他资金 1,280,000.00 

总
体
目
标

目标1：继续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质粮油品牌和产品。
目标2：提升粮食质检实验室设施配套，助力粮油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目标3：提升企业质检能力，确保地方粮食储备安全。
目标4：参加全国第四届粮食交易大会。                                                                                
目标5：完成4期粮食经济杂志的编撰和发行。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小麦、玉米质量调查品质测报样品 400份

小麦、玉米卫生监测样品 200份

2021年小麦分析报告 3份

2021年玉米分析报告 3份

粮食经济杂志 4期

优质粮油品牌宣传 4个

提升省级质检机构基础设施 1个

质量指标

提升粮油质检实验室基础设施
满足环保、消防及安全

要求

项目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小麦监测报告报送时限 ≤2021年7月20日

成本指标

参加全国第四届粮食交易大会费用 ≤100万元

陕西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基础设施改造 ≤151万元

陕西省“好粮油”品牌建设项目 ≤1680万元

粮食收获品质测报及经济研究项目成本费用 ≤176万元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为粮食收购工作和粮食质量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收储企业满意度 ≥90%



项目名称 粮食行业监管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863,980.72 

       其中：财政拨款 4,863,980.7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目标1：开展政策性粮食大清查回头看整改工作，完成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                                
目标2：完成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政策性粮食供应杂粮数量 不低于往年

全省夏秋两季粮油市场监管省级检查覆盖市区比例 ≥50%

政策性粮食供应食用油数量 不低于往年

质量指标

政策性粮食供应食用油质量 一级菜籽油

政策性粮食供应杂粮质量 优质杂粮

时效指标

供应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全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全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按期完成

时效指标 小麦监测报告报送时限 ≤2021年7月20日

成本指标

政策性粮食供应保障经费 ≤379.39万元

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监管及粮安考核费用 ≤87.01万元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调剂改善官兵伙食 逐步提高

我省粮食库存管理和监管水平 显著提升



项目名称 粮油收储管理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65,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65,00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依据《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对城乡居民固定调查户家庭粮油收支情况及粮油市场价格监测点开展调
查，为各级政府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可靠依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城乡居民固定调查户数量 4270户

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点数量 478个

印刷企业经营台账数量 2600册

印刷城镇居民调查台账数量 2300册

质量指标 推算出全省城乡居民家庭粮油收支情况 更加精准

时效指标

下拨全省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城乡居民固定调查
户及价格监测经费时限

≤2021年11月30日

印刷企业经营台账、城乡居民调查台账和《国家粮
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时限

≤2021年11月30日

成本指标

下拨全省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城乡居民固定调查
户及价格监测经费

≤31万元

印刷企业经营台账、城乡居民调查台账和《国家粮
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

≤5.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通过对城乡居民调查户的抽样调查，推算出全省城
乡居民家庭粮油收支情况

逐步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户对资金拨付满意度 ≥90%



项目名称 救灾物资储备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4,91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2,710,000.00 

             其他资金 2,200,000.00 

总
体
目
标

目标1：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搞好商品储备，适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目标2：建立健全应急调控反应机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高市场调控和应急保供能力。
目标3：进一步落实省政府要求，不断提高保障市场供应和应急调控水平。 
目标4：救灾物资管理规范，库区安全整洁，设备运转良好，物资发送及时。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方便食品储备总量  ≥750吨

紧急投放瓶装饮用水 ≥30吨

瓶装饮用水储备总量 ≥3650吨

蜡烛等照明用品储备总量 ≥75吨

新榨季白砂糖 ≥2000吨

清洁用品储备总量 ≥2000件 

管理救灾物资数量 85145件套

质量指标

各类储备物资产品质量公检合格率 100%

投放物品质量公检合格率 100%

物资管理规范 物资安全整洁

完整储备期足额储备  ≥365天

时效指标

紧急投放物品快速、足额出库装车 ≤2小时

安全运输到指定投放地点 ≤3小时

承储单位及时足额补充储备 ≤1天

成本指标

救灾物资采购成本 ≤500万元

救灾物资管理费 ≤445万元

重要商品应急储备补贴成本 ≤526万元

重要商品应急演练成本 ≤2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重特大自然灾害救灾物资调运报障能力 ≥400万元/次

突发事件引起的市场供求波动次数 0次

储备商品投放对价格引导作用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对食糖等储备商品价格波动满意度 ≥90%



项目名称 网络信息化建设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75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750,00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目标1：保证信息系统具备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能力，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
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目标2：切实履行好单位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相关职责。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节测试平台数量 不低于往年

质量指标 是否按照《第三等级信息系统》标准进行测评 是

时效指标 等级保护测评完成时限 ≤60天

成本指标 平台等级保护测评服务成本 ≤7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局网络信息系统相应等级的安全防护能力是否得到
保障

逐步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局系统干部职工对网络信息安全满意度 100%



 出国出境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2,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32,00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通过开展粮食方面的业务交流，学习国外有关粮食方面的先进经验。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出国出境交流人次 ≥1人

出访天数 ≥10天

出访国家 ≥1个

时效指标 公务出国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支出规模 ≤上年预算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学习国外粮食方面先进经验 逐步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出国出境人员满意度 100%



项目名称 专项购置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81,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81,000.00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购置办公设备,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数量指标 购置数量 ≥30台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100%

时效指标 安装使用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28.10万元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办公效率 持续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使用职工满意度 ≥90%



表15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任务1 保障人员经费和正常运转 38,892,246.80 27,722,219.28 11,170,027.52 

任务2 保障单位各履职业务正常开展 42,371,980.72 38,891,980.72 3,480,000.00 

金额合计 81,264,227.52 66,614,200.00 14,650,027.52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安全保障能力。1.持续推进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改革。2.改革完善省级储备粮管理体制机制。3.推动市县储备粮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4.推动物资储备安全管理改革。5.完善军粮供应保障机制。二、强化“两项考核”，推动责任落实。6.持之以恒抓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
。7.组织开展省级储备粮管理首度考核。三、加快立法修规，依法管粮管储。8.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9.强化执法监督和储备监管。10.严格粮食质
量安全监管。四、强化规划引领，提升发展水平。11.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12.做好重大项目储备与实施。13.加强调查研究。五、全力保障供
应，提升收储调控能力。14.认真履行保供稳市政治责任。15.全力做好粮油市场调控。16.抓好粮食收购搞活流通。17.稳妥实施粮食增储。六、加强物
资储备管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18. 加强物资储备管理。19.提高物资储备应急保障能力。七、突出区域特色，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20.深
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21.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八、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22.大力实施推进科技创新。23.全面实施科技和人才兴粮兴
储。九、夯实基础工作，筑牢发展根基。24.持续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25.抓牢盯紧安全储存和安全生产。26.积极推动节粮减损。十、坚持政治统
领，激励担当作为。27.坚持政治建设统领。28.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9.全面提升干部能力。30.持之以恒正风肃纪。31.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省夏秋两季粮油市场监管省级检查覆盖市区比例 ≥50%



年度
绩效
指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小麦、玉米质量调查品质测报样品 400份

小麦、玉米卫生监测样品 400份

管理救灾物资数量 85145件套

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点数量 478户

粮食经济杂志期刊编审、设计、出版、发行。 4期

完成我省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市区数量 12个

全省粮食库存检查省级检查覆盖市区比例 ≥30%

粮食流通统计分析 ≥12期

举办培训次数 6次

举办会议次数 6次

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城乡居民固定调查户数量 4270户

2021年小麦分析报告 3份

2021年玉米分析报告 3份

质量指标 项目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完成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进度
9月底前不低于预算的80%  12月底前

不低于预算的98%

接到调拨通知后物资紧急调运时间 ≤36小时

粮油市场价格监测按周报送及时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质粮油品牌影响力 逐步扩大

引导粮油健康消费 逐步提升 

 粮食质量技术检验能力 得到提升

粮食产业发展 逐步加强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承储企业满意度 ≥90%



表16

2021年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粮食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期限 2021年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3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0,360,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360,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36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继续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质粮油品牌和产品。
目标2：提升粮食质检实验室设施配套，助力粮油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目标3：提升企业质检能力，确保地方粮食储备安全。
目标4：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粮食产业结构，加快粮食产业发展。                                                                                                                        

目标1：提升省粮油质检中心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能力 。                                                          
目标2：推进“好粮油”行动计划实施。                                
目标3：培育有影响力的优质粮油品牌。                                
目标4：提升企业质检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优质粮油品牌宣传 4个

提升省级质检机构基础设施 1个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全省优质粮食订单种植 50万亩

质量指标

提升粮油质检实验室基础设施 满足环保、消防及安全要求

质量指标 符合国家和行业粮油质量标准

时效指标

预算下达进度 ≥5月

推进项目实施 按时完成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粮食产业经济提质增效 不断加强

社会效益指
标

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不断提升

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促进粮食订单种植结构调
整，提升粮食品质，满足消费者需求，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持续深化影响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粮食收购企业质检能力 稳步提升



项目名称 物资储备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期限 2021年

资金金额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7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3,76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3,76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3,76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完善省级重要商品储备制度。
 目标2：建立健全应急调控反应机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高 市场调控和应急保供能
力。
 目标3：储备救灾物资，按照我省救灾工作实际需要，保障灾区群众应急救助。                                                                                         
 目标4：完成全年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维护，救灾储备物资的维护、保养、回收、清洗、消
毒、整理，保障全年救灾物资按照调拨指令在最短时间内发运到目的地 。                                                                                                                     

 目标1：完善省级重要商品储备制度。
 目标2：建立健全应急调控反应机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高 市场调
控和应急保供能力。
 目标3：储备救灾物资，按照我省救灾工作实际需要，保障灾区群众应急救
助。                                                                                           
 目标4：完成全年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维护，救灾储备物资的维护、保养、
回收、清洗、消毒、整理，保障全年救灾物资按照调拨指令在最短时间内发
运到目的地。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方便食品 ≥700吨

瓶装饮用水 ≥3000吨

照明用品（蜡烛） ≥70吨

卫生清洁用品 ≥2000件

 食糖 2000吨

 棉被 30000床

棉衣裤 10000套

折叠床 5000张

质量指标
储备商品数量合格率 100%

储备商品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物资紧急调运
接到调拨通知后，36小时内完成物资调
运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市场价 不高于所采购同质物资市场价



绩
效
指
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重特大自然灾害救灾物资调运保障能力 ≥100万元/次

社会效益指
标

储备商品市场供求 平稳

确保受灾群众生活安排，保证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持续稳定率 100%

支持地方重特大自然灾害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2000人/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对食糖等储备商品价格满意度 ≥90%

受灾群众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