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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江西省袁惠渠水利工程受益范围涵盖新余、宜春、吉安

3 市 5 县（市、区）10 个乡镇，设计灌溉 37.1 万亩，排涝

面积 8万亩，是一座集防洪排涝、农业灌溉供水等功能于一

体的大（三）型灌区工程。该工程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抵御水旱灾害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当地

人民生活、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保

障。袁管局负责 137 公里干渠渠道和渠段的取、泄水建筑物

的运行管理，40 多公里防洪渠堤和 30 多公里主要泄水道的

维护管理，以及 600 多平方公里的山洪排泄，保护了袁河中

下游平原 30多万亩耕地不受洪涝和干旱威胁,并协调解决灌

区各乡（镇）渠道供用水纠纷。袁管局在袁河依法取得水权

后负责灌区水资源规划编制，统一管理调配与保护，以及年

度工程供水计划编制，供水和配水调配。负责干渠渠道及其

配套建筑物、主要泄水道等工程续建配套、整治、改造规划、

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的编制和具体项目工程的实施管理。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3 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内设机构 9 个，包括：

办公室、人事科、计划财务科、建设与管理科（防汛抗旱办

公室）、技术室、水资源管理科、信息化中心、监察室、后

勤服务中心。 

编制人数小计 112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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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收自支编制人数 54 人。实有人数小计 162 人,其中：

在职人数小计 86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45人,自收自支

在职人数 41 人。退休人数小计 65人,遗属人数 11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2023 年单位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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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6,73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0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730.00 农林水支出 9,895.0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

三、事业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10.00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7,640.00 本年支出合计 9,962.03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0.00

八、上年结转（结余） 2,322.03

收入总计 9,962.03 支出总计 9,962.03

收支预算总表

收 入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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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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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9,962.03 2,322.03 6,730.00 6,730.00 91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00 67.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7.00 67.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67.00 67.00 67.00

213 农林水支出 9,895.03 2,322.03 6,663.00 910.00

　03 　水利 9,895.03 2,322.03 6,663.00 910.00

　2130305 　　水利工程建设 7,116.03 2,322.03 4,794.00 4,794.00

　21303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2,779.00 1,869.00 1,869.00 910.00

使用非
财政拨
款结余

使用非
财政拨
款结余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其他收
入

其他收
入

教育收
费资金
收入

教育收
费资金
收入

事业收
入

事业收
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单位收入总表

财政拨款

功能科目编码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上年结转上年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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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合计 9,962.03 1,871.00 8,091.0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00 67.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7.00 67.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7.00 67.00

213 农林水支出 9,895.03 1,804.00 8,091.03

　03 　水利 9,895.03 1,804.00 8,091.03

　　2130305 　　水利工程建设 7,116.03 7,116.03

　　21303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2,779.00 1,804.00 975.00

单位支出总表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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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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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政拨款收入 6,730.00 一、本年支出 6,730.00 6,730.0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73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00 67.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农林水支出 6,663.00 6,663.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6,730.00 支出总计 6,730.00 6,730.00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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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6,730.00 961.00 5,769.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00 67.00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7.00 67.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7.00 67.00

213 农林水支出 6,663.00 894.00 5,769.00

　03 　水利 6,663.00 894.00 5,769.00

　　2130305 　　水利工程建设 4,794.00 4,794.00

　　21303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1,869.00 894.00 975.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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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961.00 938.32 22.6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31.32 931.32

　30101 　基本工资 180.44 180.44

　3010302 　基础绩效奖（月度专项） 160.00 160.00

　3010303 　年度考核奖 69.80 69.80

　30106 　伙食补助费 20.00 20.00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117.17 117.17

　3010702 　超额绩效工资 48.74 48.74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7.00 67.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4.00 4.00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0.00 4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93 2.93

　30113 　住房公积金 122.24 122.24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3年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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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3年基本支出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99.00 99.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68 22.68

　30201 　办公费 2.00 2.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2.05 2.05

　30228 　工会经费 6.77 6.77

　30229 　福利费 8.46 8.46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0 3.4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00 7.00

　30304 　抚恤金 7.00 7.00

10



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303020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5.45 2.05 3.40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
购置

公务用车
购置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因公出国(境)费

单位编码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合计
公务接待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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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预算数

注：该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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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303020]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3年预算数

注：该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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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江西省水利厅 实施单位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

理局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上年结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3462元/平方米

＝5262元/平方米

＝12197平方米

＝27.66亩

＝100%

＝100%

时效指标 ＝100%

经济效益指标 ＝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储备仓库投入使用率

受益单位或受益群众满意度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完成征地亩数

建筑工程验收合格率

征地标准达标率

合同工期完成及时率

水旱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

年度计划建设仓库12197平方米,完成27.66亩征地，保质保量及时完成，保障水旱灾害
的损失得以下降，储备仓库投入使用率达到100％，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硬件设备提
升，赣西区域群众受水旱灾害的损失下降达到0.1％以上，改善赣西水生态环境提高率
达到0.5％以上。

三级指标

总用地面积平均成本

总建筑面积平均成本

仓库建设面积

2,496

2,496

0

0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江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赣西仓库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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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2023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3 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9962.0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84.1万元;财政拨款收

入 673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392.2万元;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91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万元;国库集中支付

网上结转 2322.0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313.1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 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9962.0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84.1万元;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871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74.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772.72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8.0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6

万元,资本性支出 7.6万元。项目支出 8091.03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2009.9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975万元,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2322.03 万元,资本性支出 4794 万

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0万元;农林水支出 9895.03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2084.1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772.72 万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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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07.5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53.08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7.4 万元；资本性支出（基

本建设）2322.03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813.1 万元;

资本性支出 4801.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790.3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 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

额 6730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392.2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7万元,农

林水支出 6663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961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69.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31.32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22.6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 万元。项目

支出 5769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323万元;其中：商品

和服务支出 975万元,资本性支出 4794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本单位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非行政参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政府采购总额 728.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7.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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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7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实有数 4 辆。 

2023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 

（九）江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赣西仓库项

目情况说明 

1）项目概述

江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赣西仓库项目建

设将进一步健全新余、宜春、吉安和萍乡市四个地区救灾物

物资储备体系，为高效应对旱涝自然灾害提供必要的物质条

件支撑，项目实施有利于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是推进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本项

目拟建地点为新余市袁河生态新城 A-02-05地块，位于抱石

大道与主平一道新欣南太道附近相邻次干道的滨河北路处

西北纬四路和城市支路经五路地块，该地块约 27.65 亩北临

二类居住用地和纬七路，南面孔目江，相邻纬四路。总建筑

面积:12196.65㎡。 

2）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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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西地区水系发达，4-6 月降水集中，且多以暴雨形式

出现，汛期河水暴涨，容易造成洪涝灾害。根据省政府办公

厅《江西省防汛能力提升工程总体方案2016-2018 年》（赣府

字〔2016〕125 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水利厅 《江



西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赣发改农经〔2017〕14 号）精

神，为进一步健全赣西区域（包括袁惠渠灌区）水早灾害防

御物资储备体系，省水利厅印发《关于同意在省袁惠建工程

管理局建设省级防汛抗旱物资分库的批复》（赣水防办字

〔2018〕20 号），在赣西地区储备足量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

和加强水旱灾害防御的调度管理是关键，建设好具有足够储

备能力的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储备仓库是重中之重。江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赣发改农经〔2021〕400 号批复立项。 

3）实施主体 

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 

4）实施方案 

项目的主要内容为：年度计划建设仓库 12196.65 平方

米,完成 27.66 亩征地，保质保量及时完成，保障水旱灾害

的损失得以下降。 

5）实施周期 

2023年 

6）年度预算安排 

2496万元 

二、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江西省袁惠渠工程管理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安排 5.45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万元,比上年增加 0万元，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2.05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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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运行 3.4 万元,比上年增加 0 万元，主要原因

是：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 0万元,比上年增加 0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指机关事

业单位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支出。 

（二）水利工程建设:反映水利系统用于江、河、湖、

滩等水利工程建设支出，包括堤防、河道、水库、水利枢纽、

涵闸、灌区、供水、蓄滞洪区等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备、设

施的建设、改造更新、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区改造、

农村电气化建设等支出。  

（三）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指水利厅纳入预算管理的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支出及水利工程运行和维护方面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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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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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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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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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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