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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自然资源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能是：（一）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

湿地、水等自然资源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二）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三）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五）负责自然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六）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七）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九）负责管理全省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十）

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全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实施指导。（十

一）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十二）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开展自然资源对外合作。（十三）

根据授权，对市（区）、县（市、区）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

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十四）负责全省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十五）统一领导和管理省林业局。（十六）代管省地质调查院。（十七）完成省委、省政府

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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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机关下设内设机构为：（一）办公室；(二）综合处；（三）法规处（省自然资源总督察办公

室）；（四）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处；（五）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六）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七）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八）国土空间规划局;(九）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处；（十一）耕地保护监督处；（十二）地质勘查管理处（省地质勘查行业管理办公室）；（十三）

矿业权管理处；（十四）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十五）科技发展与对外合作处；（十六）财务与资

金运用处；（十七）人事处；（十八）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办公室；（十九）机关党委；（二十）

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处。

二、2021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聚焦“六稳”“六保”，全面助力追赶超越。做好全省在建和拟开工建设的 9 个高速公路

项目用地手续办理，重点保障西延、西十、西康等三条高铁和机场三期等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用地。

实行全省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申报三周内办结清零工作制度，确保完成全年 10 万亩新增建设

用地审批任务。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2021 年计划安排省域内流转指标 1 万亩，流转收

益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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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调查监测，创新权益管理制度。全力推进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自然资源调查项目和

黄河流域自然资源调查工作，加快推动秦巴山区自然资源遥感监测平台建设，查清秦岭和黄河流域各

类自然资源利用现状。加快推进我省不动产登记信息互通共享，建设全省统一的网上“一窗受理”平

台，基本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工作，推动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登记发证“应登尽登”，

深入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积极推进清查统计、委托代理两项全覆盖试点任务，并继续抓

好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等 3 项试点工作，完成 2021 年度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编制任务。协

同鄂、豫两省探索研究“引汉济渭”项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推进省、市、县（乡）卫星应

用技术体系建设工作。

（三）加强耕地保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协助省人大开展《陕西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等修

正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市（区）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强化监督管理，严格

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行为。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促进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落实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制定有关实施意见，规范土地征收管理。按自然资源部

统一部署，在全面总结高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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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规划编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加快构建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划定落实“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全力推进全省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完成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导开展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推进 56 个村庄规划编制，建立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同步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五）坚持分类施策，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推进全省生态修复“六区六策”， 完成秦岭地

区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作，加快推进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编

制，实施 9 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推进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试点，启动黄河流域矿山

地质环境综合调查，推进榆林入黄支流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大渭北旱腰带和秦巴山区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

（六）坚持绿色发展，深化矿政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总体规划，充分发

挥地勘基金的先导引领作用，围绕钨、钴、镍、锂、氦等战略性矿种和秦巴矿集区深部找矿为重点，

加大综合研究力度和先进物化探技术应用，力争实现找矿突破，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矿产资源保障。

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积极推进“净矿”出让，优化矿业权出让流程和审批程序。持续推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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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保护区矿权退出工作，认真履行矿山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工作，完成《陕

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编制任务，稳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七）坚持动真碰硬，全面推进专项整治。扎实有序推动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全面开展打击新增乱占耕地建房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处理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摸排方案，指导市县摸清耕地上房屋的用途、建设主体、建设依据等内容，分类建立台账，做到“一

房一账”“一地一账”；切实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建房需求，严格农村村民建房全过程管理，大力宣传

“八不准”等政策规定，逐步形成依法申请、依法报批、依法用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坚决完成违建

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任务，压实市县党委和政府属地责任，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点面结合的长效

监管机制，继续强化重点区域日常巡查工作，保持打击新增违法行为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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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

部门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8 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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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拟变动情况

1 省自然资源厅部门本级

2 陕西省土地整治中心

3 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

4 陕西省国土资源科技中心

5 陕西省自然资源监察局

6 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中

心7 陕西省国土资源服务保障中心

8 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本部门人员编制 361 人，其中行政编制 163 人、事业编制 198

人；实有人员 369 人，其中行政 153 人、事业 217 人，工勤人员 1 人。纳入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52

人，其中离休 3 人，退休 1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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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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6200.6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5746.51 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收入 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74.09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180.00 万元。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多 5071.1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预算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增多 9738.78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差额减少 320.62 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减少 4,332.09 万元，上年

资金实户余额减少 12 万元，其他收入减少 2.95 万元所致。

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16200.6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5746.51 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支出 180.00 万元、其他收入支出 274.09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

目分类，其中教育支出 44.6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2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705.5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09.05 万元。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分类，其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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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 7365.60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 8835.00 万元。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多 5071.12 万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专项业务费支出所致。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5746.51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1 年本部门财政

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多了 5406.69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专项业务费及 2020 年权责发生制经费未结

转到 2021 年部门预算所致。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15746.51 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其中教育支出 43.5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2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252.5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09.05

万元。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其中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6911.51 万元，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8835.00 万元。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多 5406.69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专项业务费

支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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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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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5746.51 万元，较上年增多 9738.78 万元（不含上年结转

资金），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专项业务经费和人员及公用经费所致。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746.51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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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运行（2200101）4227.08 万元，较上年增加 587.05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标准调整，

行政运行经费预算调增所致；

（2）事业运行（2000150）2190.46 万元，较上年增加 611.49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标准调整，

事业运行经费预算调增所致；

（3）培训支出（2050803）43.50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

（4）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41.42 万元，较上年增加 3.99 万元，原因是离退

休人员相关标准增加所致；

（5）住房公积金（2210201）409.05 万元，较上年增加 35.89 万元，原因是标准及人员调整后，

经费预算量增加所致。

(6)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2200104)665.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665.00 万元，原因是财政增加专项

业务经费。

（7）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2200106）125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50.00 万元，原因是财政增

加专项业务经费。

（8）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2200109）608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6080.00 万元，原因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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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增加专项业务经费。

（9）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2200114）343.4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43.40 万元，原因是财

政增加专项业务经费。

（10）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支出（2200119）200.0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0.00 万元，原因是

财政增加专项业务经费。

（11）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2200199）296.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30.55 万元，原因是财政

增加专项业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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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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746.51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5940.45 万元，较上年增加 844.2 万元，原因是人员及工资福利支出标准

调增所致。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9715.93 万元，较上年增加 8882.88 万元，原因是 2021 年本部门专项经

费增加所致。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60.1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70 万元，原因是相关核算标准调

整所致。

资本性支出（310）30 万元，较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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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3639.68 万元，较上年减少 426.68 万元，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

加，增加了单位部分开支。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9666.22 万元，较上年减少 5239.61 万元，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中的专项业务经费增加，调整增加了单位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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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03）3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2350.48 万元，较上年减少 271.3 万元，原因是部分单位人员调

整变化及相关标准调整所致。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60.1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70 万元，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

加，调整增加了此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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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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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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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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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当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23.52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化，持平

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为保证工作需要，保持上一年预算水平。其中：因公

出国（境）经费 26.6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化，持平的主要原因是为保证工作需要，保持上年预算

水平；公务接待费 11.76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化，持平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费预算已控制最低限

额，为保证工作需要，保持上一年预算水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5.16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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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已控制最低限额，为保证工作需要，保持上一年预算水平。

全年无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

2021 年当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支出 83.67 万元，较上年增加 5.77 万元，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我厅机构划转后工作任务增多；培训费 43.5 万元，较上年无增减变化，持平的主要原因是为保

证工作需要，保持上年预算水平。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4 台,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5 台（套）。2021

年当年部门预算除按机关资产配置规定购置计算机等必要的办公设备外，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设施。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6669.08 万元，为政府采购货物类、服务类预算，主要是单位购

置办公设备支出和购买服务支出。2021 政府采购预算较上年 39.45 万元增加 6629.63 万元，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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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 2021 年专项业务费纳入部门预算后，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同步安排入预算。本部门无 2020 年结

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实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全口径部门预算拨款 15746.51 万元（详见公

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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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652.7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21.82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多

及标准增加。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用印刷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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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公经费”：指省级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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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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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

桥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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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地质灾害防治：指对由于自然作用或人为因素诱发的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山体崩

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地质现象，通过有效的地质工程手段，改变这些

地质灾害产生的过程，以达到减轻或防止灾害发生的目的。

4.生态修复：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

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

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自然突变和人类

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态系统原本的面貌，生态系统得到了

更好的恢复，称为"生态修复"。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http://baike.so.com/doc/6261040-6474460.html
http://baike.so.com/doc/6261040-6474460.html
http://baike.so.com/doc/2393907-2531188.html
http://baike.so.com/doc/6580326-6794094.html
http://baike.so.com/doc/5899459-6112357.html
http://baike.so.com/doc/5734436-59471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197078-232469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34207-77727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48573-6361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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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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功能分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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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一、部门预算 162,006,031.47 一、部门预算 162006031.47 一、部门预算 162006031.47

　1、财政拨款 157465100.00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73,656,031.47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36396764.53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7465100.00 　2、外交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59752094.90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96662242.00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
项目

81350000.00 　3、国防支出 0.0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3302643.10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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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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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300.00 　　　 (4)资本性支出 0.00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80457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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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5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00

　3、事业收入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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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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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63.47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8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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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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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1、节能环保支出 0.00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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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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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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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54989.89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20、住房保障支出 4090578.11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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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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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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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本年支出合计 162006031.47 本年支出合计 162006031.47 本年支出合计 162006031.4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740931.47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0.00 结转下年 0.00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1800000.00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0.00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0.00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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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总计 162006031.47 支出总计 162006031.47 支出总计 162006031.47 支出总计 1620060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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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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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62,006,031.47 162,006,031.47 157,465,100.00 81,350,000.00 2,740,931.47 1,800,000.00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162,006,031.47 162,006,031.47 157,465,100.00 81,350,000.00 2,740,931.47 1,800,000.00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121,254,800.00 121,254,800.00 121,254,800.00 81,350,000.00

　　317003 　　陕西省土地整治中心 5,195,500.00 5,195,500.00 5,195,500.00

　　317004 　　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 4,123,031.47 4,123,031.47 3,775,400.00 347,631.47

　　317005 　　陕西省国土资源科技中心 6,188,000.00 6,188,000.00 6,186,000.00 2,000.00

　　317008 　　陕西省自然资源执法局 12,705,500.00 12,705,500.00 12,705,500.00

　　317009 　　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指导
中心

6,231,400.00 6,231,400.00 2,051,400.00 2,380,000.00 1,800,000.00

　　317010 　　陕西省国土资源服务保障中心 3,621,800.00 3,621,800.00 3,620,500.00 1,300.00

　　317011 　　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2,686,000.00 2,686,000.00 2,676,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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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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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62,006,031.47 162,006,031.47 157,465,100.00 81,350,000.00 1,800,000.00 2,740,931.47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162,006,031.47 162,006,031.47 157,465,100.00 81,350,000.00 1,800,000.00 2,740,931.47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121,254,800.00 121,254,800.00 121,254,800.00 81,350,000.00

　　317003 　　陕西省土地整治中心 5,195,500.00 5,195,500.00 5,195,500.00

　　317004 　　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研
究院

4,123,031.47 4,123,031.47 3,775,400.00 347,631.47

　　317005 　　陕西省国土资源科技中
心

6,188,000.00 6,188,000.00 6,186,000.00 2,000.00

　　317008 　　陕西省自然资源执法局 12,705,500.00 12,705,500.00 12,705,500.00

　　317009 　　陕西省矿产资源调查评
审指导中心

6,231,400.00 6,231,400.00 2,051,400.00 1,800,000.00 2,380,000.00

　　317010 　　陕西省国土资源服务保
障中心

3,621,800.00 3,621,800.00 3,620,500.00 1,300.00

　　317011 　　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服务
中心

2,686,000.00 2,686,000.00 2,676,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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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功能分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57,465,100.00 一、财政拨款 157465100.00 一、财政拨款 157,465,100.00 一、财政拨款 157465100.00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57465100.00 　1、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0.00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
出

69115100.00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36396764.53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
部门预算的项目

81350000.00 　2、外交支出 0.00 　　　 (1)工资福利支出 59404463.43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96662242.00

　2、政府性基金拨款 0.00 　3、国防支出 0.0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9109343.10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30000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0.00 　4、公共安全支
出

0.00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601293.47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00

　5、教育支出 435000.00 　　　 (4)资本性支出 0.00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3504800.00

　6、科学技术支
出

0.00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8835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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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8、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414163.47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8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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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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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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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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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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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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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功能分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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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25358.42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20、住房保障
支出

4090578.11

　21、粮油物资
储备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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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本年支出合计 157465100.00 本年支出合计 157465100.00 本年支出合计 15746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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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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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功能分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按

大类）
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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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88,350,000.00

205 教育支出 435,000.00 435,0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435,000.00 435,000.00

　　　　2050803 　　　　培训支出 435,000.00 435,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2,525,358.42 58,119,737.32 6,055,621.10 88,350,000.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152,525,358.42 58,119,737.32 6,055,621.10 88,350,000.00

　　　　2200101 　　　　行政运行 42,270,765.02 36,689,445.02 5,581,320.00  

　　　　2200104 　　　　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 6,650,000.00 6,650,000.00  

　　　　2200106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 12,500,000.00 12,500,000.00  

　　　　2200109 　　　　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 60,800,000.00 60,800,000.00  

　　　　2200114 　　　　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 3,434,000.00 3,434,000.00  

　　　　2200119 　　　　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支
出

2,000,000.00 2,000,000.00  

　　　　2200150 　　　　事业运行 21,904,593.40 21,430,292.30 474,301.10  

　　　　2200199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2,966,000.00 2,966,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90,578.11 4,090,578.1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090,578.11 4,090,578.1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090,578.11 4,090,5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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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88,350,0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9,404,463.43 59,404,463.43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4,189,818.92 14,189,818.92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025,064.00 7,025,064.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8,735,022.78 8,735,022.7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11,886.20 1,711,886.2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4,550,125.09 4,550,125.09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0,880.00 110,88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962,359.57 5,962,359.57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320,495.35 3,320,495.3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33,608.81 2,133,608.81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181,190.97 1,181,190.97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18,859.91 1,818,859.9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061,569.23 1,061,569.23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3,397.82 313,397.8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000.00 2,00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2,490,371.51 2,490,371.5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600,206.60 1,600,206.60  

　　30114 　　医疗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333,505.50 1,333,505.5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864,101.17 1,864,101.1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7,159,343.10 2,581,722.00 6,527,621.10 88,050,000.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295,000.00 295,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249,500.00 249,50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89,500.00 89,5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44,035.83 1,044,0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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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88,350,0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1,000.00 201,00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39,000.00 39,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201 办公经费 2,500.00 2,5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900,500.00 900,500.00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50207 因公出国（境）费用 266,000.00 266,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235,500.00 235,500.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836,750.00 836,75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35,000.00 435,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98,800.00 98,8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600.00 5,6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76,784,000.00 76,784,0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415,061.91 415,061.91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748.47 259,748.47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50,000.00 65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600.00 201,6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2,608,922.00 2,558,922.00 5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00.00 22,8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1,511,172.26 511,172.26 11,000,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952.63 6,952.6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1,293.47 601,293.47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77,163.47 377,163.47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24,130.00 224,130.00  

310 资本性支出 3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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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6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88,350,0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3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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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205 教育支出 435,000.00 435,0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435,000.00 435,000.00
　　　　2050803 　　　　培训支出 435,000.00 435,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414,163.47 377,163.47 37,0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4,175,358.42 58,119,737.32 6,055,621.1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64,175,358.42 58,119,737.32 6,055,621.10
　　　　2200101 　　　　行政运行 42,270,765.02 36,689,445.02 5,581,320.00  
　　　　2200150 　　　　事业运行 21,904,593.40 21,430,292.30 474,301.1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090,578.11 4,090,578.1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090,578.11 4,090,578.1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090,578.11 4,090,5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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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9,404,463.43 59,404,463.43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4,189,818.92 14,189,818.92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025,064.00 7,025,064.00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8,735,022.78 8,735,022.7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11,886.20 1,711,886.20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4,550,125.09 4,550,125.09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0,880.00 110,880.00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962,359.57 5,962,359.57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320,495.35 3,320,495.3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33,608.81 2,133,608.81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181,190.97 1,181,190.97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18,859.91 1,818,859.9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061,569.23 1,061,569.23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3,397.82 313,397.8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000.00 2,00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2,490,371.51 2,490,371.51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600,206.60 1,600,206.60  

　　30114 　　医疗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333,505.50 1,333,505.50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864,101.17 1,864,101.1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109,343.10 2,581,722.00 6,527,621.1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295,000.00 2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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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249,500.00 249,500.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89,500.00 89,50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44,035.83 1,044,035.83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1,000.00 201,00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39,000.00 39,0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201 办公经费 2,500.00 2,5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900,500.00 900,5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235,500.00 235,500.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836,750.00 836,75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435,000.00 435,0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98,800.00 98,8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600.00 5,6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415,061.91 415,061.91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9,748.47 259,748.47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50,000.00 650,0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600.00 201,6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2,608,922.00 2,558,922.00 50,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00.00 22,8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11,172.26 511,172.26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952.63 6,952.6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01,293.47 601,293.47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77,163.47 377,1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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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15,100.00 62,587,478.90 6,527,621.10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24,130.00 224,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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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50,000.00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88,350,000.00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88,350,000.00

　　　　 　　　　通用项目 70,000,000.00

　　　　　　　　　　　　出国出境 266,000.00

　　　　　　　　　　　　　　　　出国出境费 266,000.00
双方加强科研和专业机构在空间规划、国土整治规划、生态修复、土地用途管制和地价管理，
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如何有效建立健全土地开发利用监管机制、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空间规划、国土整治规划、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科技交流合作。

　　　　　　　　　　　　委托咨询业务 69,434,000.00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2,434,000.00 根据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和日常业务安排，坚持据实、及时、科学合理的进行矿业权项目出让
收益评估委托。

　　　　　　　　
　　　　　　　　陕西省地质勘查基金技术
支撑

2,000,000.00
开展省级地勘基金安排重要成矿带大宗矿产、特色非金属矿产勘查，必要的找矿预测和综合研
究项目的技术指导，监督检查项目进度、质量、成果、绩效，实现找矿重大突破，为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矿产资源支持。

　　　　　　　　
　　　　　　　　陕西省关于《全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专项
建设规划重点项目的专项调查

4,000,000.00
根据需要聘请专业单位对重点项目区的生态对人居环境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生物种群等问题
调查，确定保育保护、自然恢复、辅助修复、生态重塑范围和相关措施，为重点项目的入库打
好基础。重点项目区域分为四个，对区内各县进行调查。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
项目

55,000,000.00

通过开展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全面获取当前陕西省铁、铬、铜等10个矿种的资源数量、质量、
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基础数据，查明矿产资源与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空间关系，全面掌握全省矿产
资源供应能力和开发利用潜力，为建立矿产资源定期调查评价制度、准确判断资源形势、科学
制定规划政策、守住矿产资源安全底线提供基础支撑。

　　　　　　　　
　　　　　　　　陕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试点

2,000,000.00
主要是通过“以点带面”方式开展矿山生态修复试点，以其在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政策和基金投入
矿山开发式治理模式，历史遗留矿山治理项目管理和市场化等方面取得可供全省乃至全国可供
借鉴的经验，逐步推广，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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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50,000.00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
信息管理平台

4,000,000.00 建立省级修复规划执行数据库，纳入省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信息系
统，实现文本、图件、数据衔接和工程项目上图入库，并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衔接。

　　　　　　　　　　　　专项购置 300,000.00

　　　　　　　　　　　　　　　　办公设备购置 300,000.00 按照自然资源厅的事业规划和项目发展要求以及人员变动情况，购置电脑、打印机、办公桌等
办公设备，已保障自然资源厅的工作需求和发展目标。

　　　　 　　　　专用项目 18,350,000.00

　　　　　　　　　　　　耕地保护 3,900,000.00

　　　　　　　　
　　　　　　　　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制订
项目

800,000.00
一、基准地价定期更新和调整是完善我省法定公示地价体系的重要内容，全省城镇基准地价体
系经过多年持续建设和多轮次的更新调整，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加强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21年陕西省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储备土地
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项目

700,000.00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制度是新时期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基
础，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根本性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和十八届三中、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稳步推进中央关于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陕西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工作项目

2,400,000.0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批示和7月3日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开展为期三年的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整治工作。

　　　　　　　　　　　　国土资源 13,450,000.00

　　　　　　　　
　　　　　　　　开展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

1,000,000.00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决定组织实施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登记。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源
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6,650,000.00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主要用于获取全省分辨率优于1米的卫
星遥感影像数据，经过正射纠正处理，制作覆盖全省的高精度正射影像数据，支撑全省自然资
源基础调查以及秦岭地区、黄河流域、秦巴山区各类专项调查，服务于全省自然资源管理、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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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50,000.00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窗
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项目

3,000,000.00
建设陕西省省级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系统，实现省级部门间协作和信息互联互通，提高信息质
量和利用效率，实现全省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切实解
决不动产登记耗时长、办理难问题，努力构建便捷高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工作体系。   

　　　　　　　　
　　　　　　　　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权益省本级项目工作经费

1,000,000.00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直接关系地方政府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是
自然资源部门履行“两统一”职责的前提，是“主张所有、行使权利”的现实需要。               
部门职责要求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是党中央赋予自然资源部的重要工
作。

　　　　　　　　
　　　　　　　　省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
整合入库（一期）试点项目

1,000,000.00
为了进一步强化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开发利用，扩大与相关行业间的信息共享广度，加强行
业间的部门合作，提升联合治理能力，现申请开展省级不动产存量数据整合入库（一期）工
作，拟以咸阳市（两区两县）为试点开展此项工作。

　　　　　　　　
　　　　　　　　做好农村集体所有权、宅
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成果汇交、入库等有关
工作 项目

800,000.00
加快推进农村房地一体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现阶段重点工作，我省将通
过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整合汇交、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数据汇交，以
及所有权数据和登记发证数据整合入库三方面工作。

　　　　　　　　　　　　矿产资源 1,000,000.00

　　　　　　　　
　　　　　　　　陕西省补充制定（39个矿
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项目

1,000,000.00

陕西省补充制定（39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项目是依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
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相关规定，结合我省
自然资源各级行政管理的需要，在我省已发布《陕西省首批（3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
基准价及部分矿种收益基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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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分类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128 66,690,800.00

220 01 04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7 4,929,600.00

220 01 04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7 4,929,6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编制陕西省内黄河流域卫
星影像挂图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90,0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编制陕西省内秦巴山区卫
星影像挂图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90,0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编制陕西省内秦岭地区卫
星影像挂图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90,0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大幅面绘图仪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200,0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高性能图形工作站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250,0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将正射影像与上年度国土调查成果叠加，发现

主要地类变化情况，并提取相应的图斑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2,803,100.00  

220 01 04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
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项目

C99其他服务  
使用1:10 000DEM数据，对卫星遥感影像进

行正射纠正处理，制作覆盖全省范围的高精度

正射影像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1,406,500.00  

220 01 06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4 6,786,600.00

220 01 06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4 6,78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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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分类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128 66,690,800.00

220 01 06 　　　　 　　　　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制
订项目

C99其他服务  
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制订成果汇总 （图册、

数据库、查询公示系统更新与维护、文字汇编

、成果电子化备案成果管理、检查和技术指

导）

1 302 99 502 99 9月份 600,000.00  

220 01 06 　　　　 

　　　　2021年陕西省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
制、储备土地资产负债表编制试
点项目

C0908其他专业技

术服务
 

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

机制试点工作省级工作方案编制、持续跟踪指

导及省级成果汇总 陕西省全民储备土地资产

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省级工作方案编制、持续

跟踪指导及省级成果汇总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686,600.00  

220 01 06 　　　　 　　　　陕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试点

C99其他服务  生态修复的试点专题研究
委托业务费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1,500,000.00  

220 01 06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
目信息管理平台

C0908其他专业技

术服务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

信息管理平台项目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4,000,000.00  

220 01 09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44 54,674,600.00

220 01 09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44 54,674,600.00

220 01 09 　　　　 
　　　　开展无定河和子午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项目

C99其他服务  
划分登记单元，核实权籍
调查成果，划清“四条边界
”，数据上图入库

2 302 27 502 05 9月份 70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
项目

C服务类  陕西省“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一窗受理平台建设

1 302 99 503 06 9月份 51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
项目

C服务类  
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数据共
享交换平台及省级不动产
登记信息平台布局优化建
设

1 302 99 503 06 9月份 1,6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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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分类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128 66,690,8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
项目

C服务类  省级平台网络安全等级保
护测评

1 302 99 503 06 9月份 12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
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
项目

C服务类  省级平台网络信息安全运
维服务

1 302 99 503 06 9月份 30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
查项目

A货物  MAPGIS6.7 16 302 27 502 05 9月份 8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
查项目

A货物  坐标转换软件 1 302 27 502 05 9月份 1,00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
查项目

C服务类  委托业务费 10 302 27 502 05 9月份 49,000,000.00  

220 01 09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
查项目

C服务类  委托业务招标代理费 10 302 27 502 05 9月份 414,600.00  

220 01 09 　　　　 　　　　省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
据整合入库（一期）试点项目

C0908其他专业技

术服务
 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整合

入库系统
1 302 99 502 99 9月份 880,000.00  

220 01 99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73 300,000.00

220 01 99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机关 73 300,0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佳能扫描仪 5 310 02 503 06 9月份 10,0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佳能照相机 5 310 02 503 06 9月份 19,5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联想A3100 20 310 02 503 06 9月份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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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分类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128 66,690,8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联想笔记本电脑 10 310 02 503 06 9月份 90,0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联想多功能一体机 8 310 02 503 06 9月份 28,0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喷墨A4幅面打印机 15 310 02 503 06 9月份 22,500.00  

220 01 99 　　　　 　　　　办公设备购置 A货物  碎乐350碎纸机 10 310 02 503 06 9月份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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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因公出
国

（境）
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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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公务
用车
购置

公务
用车
运行

合计 2,449,200.00 1,235,200.00 266,000.00 117,600.00 851,600.00 851,600.00 779,000.00 435,000.00 2,493,750.00 1,222,000.00 266,000.00 104,400.00 851,600.00 851,600.00 836,750.00 435,000.00 44,550.00 -13,200.00 -13,200.00 57,750.00

317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2,449,200.00 1,235,200.00 266,000.00 117,600.00 851,600.00 851,600.00 779,000.00 435,000.00 2,493,750.00 1,222,000.00 266,000.00 104,400.00 851,600.00 851,600.00 836,750.00 435,000.00 44,550.00 -13,200.00 -13,200.00 57,750.00

　　
317001

　　省国土资源厅
机关

1,932,000.00 798,000.00 266,000.00 82,000.00 450,000.00 450,000.00 729,000.00 405,000.00 1,903,000.00 798,000.00 266,000.00 82,000.00 450,000.00 450,000.00 700,000.00 405,000.00 -29,000.00 -29,000.00

　　
317003

　　陕西省土地整
治中心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317004

　　陕西省国土资
源规划研究院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17005

　　陕西省国土资
源科技中心

　　
317008

　　陕西省自然资
源执法局

300,000.00 220,000.00 2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50,000.00 30,000.00 383,550.00 216,800.00 16,800.00 200,000.00 200,000.00 136,750.00 30,000.00 83,550.00 -3,200.00 -3,200.00 86,750.00

　　
317009

　　陕西省矿产资
源调查评审指导中
心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11,600.00

　　
317010

　　陕西省国土资
源服务保障中心

125,600.00 125,600.00 5,6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5,600.00 125,600.00 5,600.00 120,000.00 120,000.00

　　
317011

　　陕西省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



表14-1

2021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出国出境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26.6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6.60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双方加强科研和专业机构在空间规划、国土整治规划、生态修复、土地用途管制和地价管理，
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如何有效建立健全土地开发利用监管机制、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空间规划、国土整治规划、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科技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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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访团组组团个数 2个

出访国家个数 3个

形成出访调研报告 3个

质量指标

出访约定事宜选择应与新材料在自然资源、生态系
统保护、修复和利用中的发展和应用相关

密切相关

出访约定事宜选择应与引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
的技术、模式相关

密切相关

融入“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外资源、东西互济 密切相关

时效指标
严格按照出访函约定出访计划进行 按时完成

在2021年完成本年出访计划征集及具体组织事宜 按时完成

成本指标

严格控制在2021年出国预算经费内 小于等于26.6万

出行产生的费用明细，严格控制在因公出国费用执
行标准以内

不超过相应标准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双方加强科研和专业机构在土地用途管制和地价管
理，规范土地使用权交易行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

土地市场更加规范
有序

探讨新材料在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利
用中的发展和应用

带动新材料经济发
展

社会效益
指标

探索引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的技术、模式、恢
复和提升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服务功能

改善自然资源环境

有效建立健全土地开发利用监管机制 健全监管机制

生态效益
指标

探索矿山生态修复在内的生态修复新路径、提升人
居环境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生态修复领域技术的进步革新，提升自然资源环境 有所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外事合作单位满意度 90%以上



表14-2

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委托业务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6943.4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943.40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1.开展60个矿业权出入收益评估工作。2.开展省级地勘基金安排重要成矿带大宗矿产、特色非
金属矿产勘查，监督检查项目进度、质量、成果、绩效，实现找矿重大突破。3.以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落实国家层面对今后一段时期陕西的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点工程进行谋划。4.开展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全面获取当前陕西省各类矿产资源数
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基础数据。5.通过“以点带面”方式开展矿山生态修复试点，以
其在生产矿山生态修复政策和基金投入矿山开发式治理模式，历史遗留矿山治理项目管理和市
场化等方面取得可供全省乃至全国借鉴的经验。6.建成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数据收集、录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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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60个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60个

开展地勘基金项目过程技术质量、绩效检查、论证
每年集中检查2次
重大项目及时指导

调查我省黄河、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规划重点项目素材

99个

查明全省矿产资源调查矿区数量、形成成果报告，
形成调查成果数据库

713个

完成矿山生态系统修复、历史遗留矿山市场化方式
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试点

各1项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信息管理平台 1个

质量指标

60个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审查通过

地勘项目质量及绩效优秀率 每年大于20%

完成黄河、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重点
项目、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重点项目素材编制工
作

100%

矿产资源国情调查调研报告 通过评审验收

生产矿山生态系统修复、历史遗留矿山市场化方式
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达到示范效果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审核通过 通过评审验收

时效指标

计划内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2021年底前完成

完成5处以上可供勘查的矿产地 2021年底前完成

按时提交黄河、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规划重点项目素材

按时间节点完成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时效指标

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成果提交日期 2021年底前完成

陕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试点 2021年底前完成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信息管理平台验收 2021年底前完成

成本指标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小于等于243.4万

陕西省地质勘查基金技术支撑项目 小于等于200万元

陕西省关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总体规划》专项建设规划重点项目的专项调查项
目

小于等于400万元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项目 小于等于5500万

陕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试点项目 小于等于200万元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项目信息管理平台项目 小于等于400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增加陕西省财政非税收入
省、市、县三级财
政预期收入合计约

50亿元

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提高效率

矿产资源储量摸底，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非税收入，实
现增幅2%以上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地勘单位技术水平 每年5家以上

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 每年20人以上

国情调查影响时效 10年以上

矿产资源调查成果应用辐射率 ≥80%

减小历史遗留矿山的社会负面影响

修复之后的矿山遗
迹可供人们休憩游
玩，提升居民的生

活品质

汇总集成秦岭矿山综合调查成果，梳理区域现状，
划分秦岭矿山生态修复分区，确保各级财政补助项
目的精准投放，节约修复成本。

通过成果集成，筛
选亟需治理的区

域，储备一批治理
项目

为国家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有所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修复历史遗留矿山 有所改善

逐步恢复黄河、长江重点生态区良好生态环境 有所改善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年限长的矿山办理分期缴纳后可保持财政10年
内连续的非税收入

视具体分期缴纳情
况而定

吸引多方资金投入矿山生态修复，解决资财政金不
足的问题，缓解财政资金压力。

长期影响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进一步治理、秦岭生态进一步保
护和修复、大巴山区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保护和修复 

长期影响

基金投入开发式矿山生态修复，矿山生态修复的效
益得到提高

长期影响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主管部门满意率 90%以上

社会公众满意率 80%以上



表14-3

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专项购置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00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1.保障自然资源厅机关处室整合、人员增加的办公所需。                                  
2.保障各处室的工作任务、为业务开展提供支撑。                                                          
3.有效促进各处室的工作效率， 提高自然资源厅的社会影响力、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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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电脑 20台

购买打印机 10台

购买办公桌椅 8套

购买多功能一体机 8台

购买碎纸机 10台

购买扫描仪 5台

购买照相机 5台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99%

产品验收合格率 ≥99%

产品正常运行率 ≥99%

时效指标
按期购买的时间 ≥99%

产品正常维护的时间 ≥99%

成本指标 政府采购范围之内 30万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水电能源节约率 有所提高

提高办公运行效率 提高办公效率

政府采购公共物品的公开和透明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职工满意度 95%

处室满意度 95%



表14-4

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耕地保护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39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90.00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1.提交陕西省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制订项目成果：陕西省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数据库、陕西省
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图册（2套）、陕西省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文字汇编、成果分析报告。2.
完成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制、储备土地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 3.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批示和7月3日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开展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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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县区基准地价文字、表格成果检查汇总工作 103个市县区

各试点城市完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制
、土地储备资产负债表试点工作

100%

对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进行排摸 300万疑似图斑

质量指标

城镇基准地价制订成果符合国家规程及省级要求 通过省级验收

各试点城市完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制
试点工作、土地储备资产负债表试点符合省级工作
方案要求

通过省级验收

查漏补缺，补全信息，纠正错误，形成最终农村乱
占耕地摸排成果数据并正式上报

100%完成

时效指标

完成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图册印刷工作 2021年12月31日前

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制度试点工
作、陕西省全民所有土地储备资产负债表试点工作

按时间节点完成

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进行排摸300万疑似图
斑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2021年城镇基准地价制订项目 小于等于80万元

2021年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
理机制、储备土地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项目

小于等于70万元

陕西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项目 小于等于240万元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通过试点地区储备土地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探索，初
步形成我省开展此项工作的技术思路和工作模式，
为未来全省开展此项工作奠定基础

为未来全省开展此
项工作奠定基础

保护我省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全面摸清我省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底

数，为积极稳妥、
有力有序地做好乱
占耕地整治工作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开展2021年度全省城镇基准地价汇总工作，能
够将全省城镇基准地价的电子化成果向社会公示，
并通过全国基准地价备案系统将成果进行电子化备
案

坚持可持续发展

通过试点城市委托代理工作、储备土地 资产负债
表编制的探索的探索，初步形成我省开展此项工作
的技术思路和工作模式，为未来全省开展此项工作
奠定基础

更具科学性

生态效益
指标

摸清土地资源存量，保护土地资源 保护土地资源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保护我省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护耕地，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主管部门满意率 90%



表14-5

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国土资源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4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345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1.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对无定河、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自然资源开展统一确权登
记。2.开展2021年自然资源调查工作，形成覆盖全省的分辨率优于1米的卫星遥感数据、覆盖
全省的高精度正射影像。3.完成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设。4.开
展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完善全省各类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库，分类
完成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清查报告，并在陕西省政府公众网站等平台适时发布清查成果。
5.完成省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整合入库（一期）对试点市本级和两个县的存量数据进行整合
、入库。6.完成12个市、50个县农村集体所有权、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成果汇交、入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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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有权登
记附图、自然资源分布图等数据库成果

2个

2021年度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影像覆
盖面积

205624平方公里

陕西省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设 1个

形成全省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报告 1套

市本级及两县的存量数据入库，形成数据库成果 一市两县

全省宅基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数据汇交
市级12个         
县区50个

质量指标

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覆盖率

100%

全部成果资料专家验收 通过验收

不动产登记联通省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信息交换通畅100%

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成果达到部省质量要求 100%

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和其他数据的不动产登记存量
数据库

100%

全省宅基地所有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数据国家规范
性软件检查通过率

100%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按时完成率 >90%

时效指标

完成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工作

2021年12月31日前

完成2021年度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报
告

按时间节点完成

省级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及数据共享集成机制 2021年12月31日

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成果资料 按时间节点完成

一期先做试点市市本级及两县存量数据入库 2021年12月31日

完成成果汇交、入库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制定、成果
提交

按时间节点完成

成本指标

开展无定河和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项目

小于等于100万元

陕西省2021年度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遥感数据获取
项目

小于等于665万元

陕西省级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及数据共享交换系统
建设项目

小于等于300万元

陕西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省本级项目工作
经费

小于等于100万元

省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整合入库（一期）试点项
目

小于等于100万元

做好农村集体所有权、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成果
汇交、入库等有关工作项目

小于等于80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支撑全省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以及秦岭地区、黄河流
域、秦巴山区各类专项调查

全省自然资源管理
高质量发展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体系更加完善，所有
者和使用者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自然资源保护和合
理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得到改善

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成果信息共享应用
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振兴提供基础数据
和决策依据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
底，掌握自然资源资产实物价值

更具科学性

不动产登记省级部门间信息共享集成 高效、便民

生态效益
指标

自然资源调查与数据获取，摸清资源存量
依托数据资料，实现秦
岭地区、黄河流域、秦
巴山区生态保护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秦岭地区、黄河流域、秦巴山区环境优化 提高10%

涉及自然保护区、涉及水流永久保护 10年以上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85%以上

主管部门满意率 90%以上



表14-6

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矿产资源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万元

其他资金

年
度
目
标

目标1：完成矿种归并，明确需要制定出让收益基准价的39个矿种。
目标2：完成调研工作实施方案编制。
目标3：完成子项划分与委托。
目标4：完成矿业权权益金制度及矿业权出让市场基准价知识培训。
目标5：完成市、县调研。
目标6：完成优势矿产地实地调查。
目标7：完成按矿种收集我省近10年来价款评估报告、矿业权挂牌出让成果资料，归纳分析。
目标8：完成对以往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目标9：完成分矿种建立模型，进行模拟估算。
目标10：完成初步确定的基准价进行验证、修改。
目标11：完成与外省同矿种基准价进行横向比对。
目标12：完成各子项目调研报告编制。
目标13：完成外聘专家对各子项目测算报告的技术审查。
目标14：完成基于专家审查意见的修改，提交各子项目出让收益基准价测算报告。
目标15：完成《陕西省补充制定（39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建议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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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工作实施方案编制 1套

专家审查会 5次

子项目调研报告 5套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39个矿种

陕西省补充制定（39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建议报告 1套

集中培训会 1—5次

市县实地调查 7次

优势矿产地实地调查 39个（次）

以往价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收集 ＞200次

数理统计模型 39个（次）

模拟估算模型 39个（次）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矿评协业务咨询服务 1—5次

矿种基准价横向比对、技术检查、修正 39个（次）

质量指标

调研工作实施方案编制 100%

专家审查会 100%

子项目调研报告 100%

集中培训会 100%

市县实地调查 100%

优势矿产地实地调查 100%

以往价款（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收集 100%

数理统计模型 100%

模拟估算模型 100%

矿评协业务咨询服务 100%

矿种基准价横向比对、技术检查、修正 100%

时效指标

预案大纲提交及时性 100%

按时完成率 ≥90%

完成研究成果时间
按项目计划进度完

成

是否具有前瞻性 是

成本指标 人均会议成本 ≤550元／人/天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影响时效 10年

社会效益
指标

范围全省覆盖率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主管部门满意率 90%



表15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名称 自然资源厅整体预算绩效表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任务1 聚焦“六稳”“六保”，助力追赶超越

16200.6万元 15746.51万元 454.09万元

任务2 加强调查监测，创新权益管理制度

任务3 加强耕地保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任务4 坚持分类施策，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任务5 加强地灾防治，深化矿政制度改革

任务6 完成规划编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金额合计 16200.6万元 15746.51万元 454.09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1：聚焦“六稳”“六保”，全面助力追赶超越。 目标2：加强调查监测，创新权益管理制度。
目标3：加强耕地保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目标4：完成规划编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目标5：坚持分类施策，加强生态保护修复。         目标6：加强地灾防治，深化矿政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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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1：做好全省在建和拟开工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用地手续办理 9个

 指标2：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不少于978公顷

 指标3：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9个

 指标4：安排省域内增减挂钩流转指标 1万亩

 指标5：科学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推进56个实用性“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

质量
指标

 指标1：保障西延、西十、西康等三条高铁和机场三期等国家和省级重
大项目用地

符合保障用地规范要求

 指标2：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黄河、长江流域重点区域生态修
复专项规划

按照要求发布实施

 指标3：建设全省统一的网上“一窗受理”平台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指标4：完善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制定《陕西省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等政策规范

 指标5：建设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
统

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时效
指标

 指标1：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全域土地整
治试点项目

2021年12月完成

 指标2：开展秦岭和黄河流域自然资源调查，全力推进秦巴山区自然资
源遥感监测平台建设

2021年12月完成

 指标3：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021年12月完成

 指标4：全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动态调查与监测 2021年12月完成

 指标5：加快推进全省生态修复“六区六策” 2021年12月完成

成本
指标

 指标1：出国出境经费 小于等于26.6万元

 指标2：2021年委托业务项目经费 小于等于6943.40万元

 指标3：专项购置经费 小于等于30万元

 指标4：2021年耕地保护专项业务经费 小于等于390万元

 指标5：2021年国土资源专项业务经费 小于等于1345万元

 指标6：2021年矿产资源专项业务经费 小于等于100万元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成本
指标

 指标7：人员及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小于等于7365.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指标：安排省域内增减挂钩流转指标1万亩 流转收益30亿元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改善重点区域历史遗留矿山地质
环境；推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水平提高。

有效改善、推广和提高

生态
效益
指标

指标：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全省自然生态环境。 有效改善

可持
续影
响
指标

指标：通过项目实施，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长期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上级部门和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备注：1、年度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2、部门应公开本部门整体预算绩效。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表16

2021年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保护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实施期限 2021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5000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5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8500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8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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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 ，实施榆林市入黄支流山水

林田湖草保护修复工程。

目标2：实施一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逐步解决重点区域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完成中央下达陕西省的矿山生态修复绩效任务 。
目标3：支持特大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重点隐患

排查和监测预警等综合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 。

目标4：完成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等业务工作 。

目标5：开展省内重要成矿带大宗矿产、特色非金属矿产勘查。

目标6：完成年度地质勘查调查。

目标7：完成生态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点生态修复基础调查。

目标8：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矿产资源支持 ，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提供服务

。

目标9：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及不动产等工作落实 。

目标1：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 ，实施榆林

市入黄支流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工程 。
目标2：实施一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逐步解决重点区域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完成中央下达陕西省的矿山生态修复绩效任务 。

目标3：支持特大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评价、重点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等综合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 。

目标4：完成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等业务工作 。

目标5：开展省内重要成矿带大宗矿产、特色非金属矿产勘查。

目标6：完成年度地质勘查调查。

目标7：完成生态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重点生态修复基础调查

。

目标8：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矿产资源支持 ，为实现找矿重

大突破提供服务。

目标9：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及不动产等工作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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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1：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公顷） 不少于978公顷

 指标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9个

 指标3：精度等同或超过1:5万的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县)/
重点区域精细化调查(处)

5个县/66处

 指标4：重点功能区生态保护修复重点项目可行性报告和
实施方案编制

3个

 指标5：全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动态调查报告 1个

 指标6：地勘钻探完成率（%）
100%（设计批复后12个月

完成5.76万米）

 指标7:地勘槽探完成率（%）
100%（设计批复后12个月

完成12.6万立方米）

 指标8：公益性地质调查项目 22个

 指标9：核销地质灾害隐患数量 100处

 指标10：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点(个) 1670个

质量指标

 指标1：地质灾害隐患点培训/演练覆盖率 ≥90%

 指标2：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全域土地整治试点项目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指标3：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黄河、长江流域重
点区域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按照要求发布实施

 指标4：重点功能区生态保护修复重点项目可行性报告和
实施方案编制

符合国家项目申报要求

 指标5：地勘工程质量优良率（%） 85%以上

 指标6：地勘野外工作验收优良率（%） 85%以上

 指标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与治理
恢复验收“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覆盖率

1

 指标8：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能力 有所提升

时效指标

 指标1：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6月底前完成

 指标2：地勘项目完成时间 44896

 指标3：2021年度4项实施方案 按时启动

 指标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查与治理
恢复验收“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按时审查及验收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成本指标

 指标1：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小于等于22000万元

 指标2：地质勘查基金项目 小于等于20000万元

 指标3：公益性地质调查项目 小于等于5000万元

 指标4：中央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省级配套 小于等于20000万元

 指标5：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程 小于等于5000万元

 指标6：重点生态修复基础调查 小于等于5000万元

 指标7：自然资源厅、测绘局矿产国情调查等项目 小于等于800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较过去五年提升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能力，核销地
灾隐患点，

减少人民因受灾造成的财
产损失

 指标2：推动矿山生态修复，改善矿区地质环境 发展绿色矿山产业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改善重点区域历史
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推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水平提高。

有效改善、推广和提高

 指标2：监测预警区地质灾害防范能力 提升

 指标3：解决工作区群众就业 1000人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通过项目实施，改善重点区域矿山生态环境。 有效改善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通过项目实施，改善重点区域矿山生态环境。 长期影响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上级部门和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不管理本级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应公开空表并说明。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 ，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