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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川省气象局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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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四川省气象局职能简介。

承担四川省内气象监测、预报、预测和灾害性天气预警

等业务，履行气象行业管理、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气象灾害防御、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

保护、气候可行性论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雷电灾害防御

管理和气象行政执法等管理职能。

（二）四川省气象局 2023 年重点工作。

1、抓好省部联席会精神落实。谋划推进气象高质量发

展任务落实，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推进

四川省气象监测预警“防风险、补短板”工程省级立项和实

施，逐步解决困扰我省气象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问题。加快西

南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工程实施和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无人

机作业基地建设，大力提升西南区域人影服务能力和水平。

推进绵阳中小流域灾害气象风险监测预报预警全国示范基

地建设，探索跨单位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可在全国可推广的

气象保障示范基地建设经验。

2、全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高质高效做好

防汛抗旱、地灾防御、森林防火、抗震救灾等气象保障服务。

建立健全面向党委政府领导的重大天气过程直通式报告机

制，完善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叫应标准和工作流程。推动政府

建立以预警信息为先导的应急联动、停工停课和人员转移机

制，为主动防灾、常态减灾、科学救灾、综合治灾提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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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3、进一步强化重大气象保障服务。加强省级恶劣天气

高影响路段优化提升试点、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等气象现

代化建设成果应用，针对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开展

精细化预报预警服务。全力做好第 31 届大运会、天府文化

旅游节、西部博览会、第 107 届全国糖酒会等重大活动气象

保障服务。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粮食安全及产业体系

气象服务，健全粮经作物协同保障服务机制，持续推进种业

气象保障服务和水稻遥感监测评估试点工作。

4、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研究性业

务建设，依托青藏高原气象研究院，统筹推进省重实验室、

野外科学试验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与人

才交流平台。加强国省、省际间气象科技合作，开展跨部门、

多领域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进一步完善利于

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体制，加快培养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气象科技领军人才。

5、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和全国、全省气象高质量发展会议精

神，不断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

融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

实“两个责任”，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巩固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成果，以政治监督为统领做实日常监督，从严

强化正风肃纪，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专项整治。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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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气象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5个，其中行政单位 0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个，其他事业单位 4个。

主要包括：

序号 预算单位名称

1 四川省气象局机关

2 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3 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

4 四川省农村经济综合信息中心

5 四川省防雷中心



第二部分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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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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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四川省气象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四川省气象局 2023 年收支预算总数

3979.50 万元,比 2022 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473.62 万元，主

要原因：一是事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357.52万元，省气象局下

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防雷中心拓展防静电装置检测服务、高

铁防雷技术服务等领域，拓宽事业收入范围，事业收入较上

年有所增加。二是按照省级住房补贴有关政策规定，新增省

气象局住房补贴 47.79万元。

（一）收入预算情况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收入预算 3979.50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 65.13万元，占 1.64%；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156.45

万元，占 79.32%；事业收入 757.52万元，占 19.04%；其他

收入 0.4万元，占 0.01%。

（二）支出预算情况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支出预算 3979.50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1097.43万元，占 27.58%；项目支出 2882.07万元，

占 72.42%。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3208.8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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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129.88万元，主要

原因是按照省级住房补贴有关政策规定，新增省气象局住房

补贴 47.79万元，以及科研项目结转 52.40万元。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156.45万元、

上年结转一般公用预算收入 52.40万元；支出包括：教育支

出 26.7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32.4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04.3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7.33万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2811.7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6.27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156.45万

元，比 2022年预算数增加 77.48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省气

象局职工住房补贴 47.79万元，以及职工正常增资及人员变

动导致的基本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教育支出 26.77 万元，占 0.85%；科学技术支出 80.00

万元，占 2.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4.36万元，占 3.31%；

卫生健康支出 37.33 万元，占 1.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2811.73万元，占 89.08%；住房保障支出 96.27万元，

占 3.05%。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2023

年预算数为 26.77万元，主要用于开展人影作业人员安全培

训、全省气象信息员业务培训以及农业气象业务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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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专项基础科研（项）

2023年预算数为 20.00万元，主要用于不同形态地形对四川

盆地西部极端降水影响机制的研究。

3.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重点研发计

划（项）2023年预算数为 60.00万元，主要用于气候变化对

成渝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估技术、四川高温干旱精细化监

测及农作物影响评估技术和基于大型无人机的川西高原空

中过冷水特征探测研究。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68.73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确

保养老保险政策的有效落实。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

为 34.3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职业年金缴费支出，确保

养老保险政策的有效落实。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1.27

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残保金。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2023年预算数为 37.3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职

工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气象事务（款）气象

事业机构（项）2023 年预算数为 504.51 万元，主要用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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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四川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四川

省农村经济综合信息中心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

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等

日常公用经费。

9.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气象事务（款）其他

气象事务支出（项）2023年预算数为 2307.22万元，主要用

于：主要用于飞机人工增雨、广汉飞机增雨基地运维、弹药

仓储、加密自动气象站资料传输、以及中国气象局青藏高原

气象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和高性能计算机租用等项目支出。

一是提高气象人才队伍素质，二是保障全省气象部门气象资

料的实时收集和分析整理，为各级政府提供防灾减灾气象服

务和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工作。

10.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2023年预算数为 48.48万元，主要用于缴纳单位在

编在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11.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2023年预算数为 47.79万元，主要用于向符合条件的

职工发放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气象局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834.45万

元，其中：

人员经费 629.9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社会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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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 204.4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

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四川省气象局 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21.13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1.1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 20.03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 0万元。

（一）公务接待费较 2022 年预算下降 9.09%.主要原因

是单位严控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审批及报销管

理。

2023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单位职工执行公务、开展业

务科研活动、技术交流、技术支持、接受业务检查指导等公

务接待。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2 年预算持

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10辆，其中：轿车 5辆，旅行车（含

商务车）2辆，越野车 3辆。

2023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拟购置公务用车 0

辆。

2023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3 万元，用于 10

辆公务用车燃油、维修、过路过桥、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

保障农情田间调查业务、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农经信息调查、

基层业务指导、基层调研等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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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四川省气象局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

排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四川省气象局 2023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安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四川省气象局机关为中央在川参公管理事业单位，2023

年未安排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省级财政拨款

预算。

我部门下属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等 4家单位均为事业单

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目。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四川省气象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820.20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818.2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四川省气象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

辆 10辆，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辆、定向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辆。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2

台。

2023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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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年四川省气象局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39个，

涉及预算 3959.5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12个，涉及预算

879.17万元；运转类项目 17个，涉及预算 1928.96万元；特

定目标类项目 10个，涉及预算 1137.37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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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候可行性论证：是指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同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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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的建议；组织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

的论证。

（二）气象行政执法管理：是指组织开展气象法制宣传

教育，负责监督有关气象法规的实施，对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气象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承担有关行政

复议和行政诉讼。

（三）不同形态地形：龙门山脉迎风坡及不同朝向的喇

叭口地形，可分为龙门山北段（绵阳西部到广元北部）朝向

东南开口的喇叭口地形，龙门山中段（德阳西部到邛崃）迎

风坡地形及龙门山南段（雅安喇叭口）邛崃山脉、大雪山脉

和大相岭组成的东北向喇叭口地形。

（四）极端降水：指 1h降水量大于等于 50mm，3h降

水量大于等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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