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2016 年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单位职责 

承担我市红十字会应急救灾物资的保障；负责与省红十

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的对接和协调，做好县级红十字会的备灾

救灾中心（仓库）的业务指导工作；负责备灾救灾物资的筹

措、储备、转运；招募、培训从事救灾救助工作的志愿者；

负责红十字会系统备灾救灾信息网络建设。 

二、2016 年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规划 

（一）加强救援物资储备。根据灾害应急救援需求，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备灾救灾仓储物资

储备进一步充实和丰富。 

（二）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组织市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第二轮队长竞聘活动，召募专业志愿者，开展应急救援演

练，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及时开展灾害救援工作。 

（三）协助开展红十字人道救助活动。积极参与市红十

字会开展的“博爱送万家”活动，深入农村、社区、企业、

学校等，慰问救助各类困难群众；参与“红十字助学圆梦”

活动，加大对孤儿和贫困学生的救助力度；参与“关爱生命

红十字助医惠民” 活动，重点救助大病、重病特困患者；

参与“红十字博爱助老” 活动，帮助孤寡、空巢和失能老

人安度晚年。 

（四）实施备灾救灾中心二期工程。2016 年做好市红十

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二期工程筹建工作，争取年内开工建设。 

三、部门预算收支编制的相关依据及测算情况。 

根据《盐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市级 2016 年部门预算和



 

 

2016-2018 年财政规划等编制工作的通知》（盐财预

[2015]29号）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结合我会业务的实际情况，按照“厉行节

约、精打细算、统筹安排、绩效管理”的原则，从严从紧编

制了 2016年部门预算。 

基本支出预算：人员支出按 2015 年 12 月在职在编人

员的实际情况核定；商品和服务支出按照《盐城市财政局关

于编制 2015 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盐财预[2014]30 号）

的综合定额标准核定。其他收入（上级红会专项经费）预算

编制：按近三年平均水平，结合下年度各种增减因素综合考

虑，各项资金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位一切收支

全部纳入预算，对各项资金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实行综合

预算。 

四、盐城市红十字会收支预算表及填报说明。 

2016 年盐城市红十字会收支预算总表及“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表是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的数据。盐城市

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2016 年部门预算收支总额 111.3 万

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41.3 万元，其他资金 10

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60 万元；基本支出 31.15 元，

项目支出 80 万元，部门预留机动经费 0.15 万元。2016 年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未安排预算，与上年持平。 

 



 

 

 

表一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金额

一、财政拨款 41.3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31.15

      1.一般公共预算 41.30 二、外交支出 二、项目支出 80.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国防支出 三、部门预留机动经费 0.15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三、其他资金 10.00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6.08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5.22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其他支出

当年收入小计 51.30 111.30

上年结转资金 60.00

收入合计 111.30 111.30

2016年度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收入

功能分类
项目名称 金额

支出

支出用途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当年支出小计

结转下年资金

支出合计



 

 

 
 

 

 

单位：万元

金额

111.30

小计 41.30

财政拨款（补助）资金 41.30

专项收入

行政事业性收费

办案费用补助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专户管理教育收费

小计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10.00

上级补助收入 10.0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债务资金 债务资金（银行贷款）

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60.00

其他资金

转移性收入

项目名称

2016年度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收入总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三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结转下年资金

111.30 31.15 80.00 0.15

2016年度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四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41.30 一、基本支出 31.1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项目支出 10.00

三、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0.15

收入合计 41.30 支出合计 41.30

2016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收入 支出

支出用途
项目名称 金额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五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305002 合计 41.3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08

20816       红十字事业 36.08

2081603         机关服务（红十字事业） 26.08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2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2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61

2210202         提租补贴 2.61

2016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六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经济科目款编码 经济科目款名称 安排金额

合计 31.15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4.07

  30101   基本工资 6.61

  30102   津贴补贴 1.26

  30103   奖金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2.35

  30107   绩效工资 13.8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

  30201   办公费 0.60

  30202   印刷费 0.10

  30205   水费 0.10

  30206   电费

  30207   邮电费

  30211   差旅费 0.30

  30213   维修(护)费

  30215   会议费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218   专用材料费

  30226   劳务费 0.20

  30228   工会经费 0.43

  30229   福利费 0.07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0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23

  30301   离休费

  30302   退休费

  30305   生活补助

  30307   医疗费

  30309   奖励金 0.01

  30311   住房公积金 2.61

  30312   提租补贴 2.61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016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2016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八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41.30 一、基本支出 31.15

    1、财政拨款（补助）资金 41.30 二、项目支出 10.00

    2、专项收入 三、单位预留机动经费 0.15

    3、行政事业性收费

    4、办案费用补助

    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收入合计 41.30 支出合计 41.30

2016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总表

收入 支出

支出用途
项目名称 金额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九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功能科目代码 功能科目名称 金额

合计 41.3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08

    2081603     机关服务（红十字事业） 26.08

    2081699     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2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2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61

    2210202     提租补贴 2.61

2016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十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基本支出

经济科目款编码 经济科目款名称 安排金额

合计 31.15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4.07

  30101   基本工资 6.61

  30102   津贴补贴 1.26

  30103   奖金

  30104   社会保障缴费 2.35

  30107   绩效工资 13.8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85

  30201   办公费 0.60

  30202   印刷费 0.10

  30205   水费 0.10

  30206   电费

  30207   邮电费

  30211   差旅费 0.30

  30213   维修(护)费

  30215   会议费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218   专用材料费

  30226   劳务费 0.20

  30228   工会经费 0.43

  30229   福利费 0.07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0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23

  30301   离休费

  30302   退休费

  30305   生活补助

  30307   医疗费

  30309   奖励金 0.01

  30311   住房公积金 2.61

  30312   提租补贴 2.61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十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经济科目款编码 经济科目款名称

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机关运行经费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表十二

部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

公务用车

小计
公务运行维

护费

公务用车购

置

1 2 3 4 5 6 7 8 9

培训费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待费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小计
合计 会议费

表十三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款名称 采购品目大类 专项名称 采购物品名称 采购组织形式 总计

54.00

基本设施建设 建筑工程（新建、扩建、改建、装修、修缮的各类建设工程） 上级部门拨入专款 备灾救灾中心二期工程 政府采购 4.00

基本设施建设 建筑工程（新建、扩建、改建、装修、修缮的各类建设工程） 上级部门拨入专款 备灾救灾中心二期工程 政府采购 50.00

单位名称：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2016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