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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 主要职能 

    研究中心是应急管理部直属事业单位，其定位是服务应

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中心工作，为部党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提

供优质服务。主要在以下方面认真履行好职责： 

    1.开展应急管理理论、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预案

研究，为推进应急管理改革发展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2．开展安全生产理论和方针政策研究，为安全生产 

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3.开展安全生产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调查

研究和论证，为制定安全生产中长期战略与规划提出决策建

议。 

    4.组织专家技术支撑服务，承担技术委员会日常工作，

管理维护好国家、省、市、县四级安全生产专家库，组织专

家参与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5.开展煤矿安全领域重大课题研究和调研工作，协助开

展煤矿安全生产规划、煤矿一级标准化达标评审等工作。 

    6.开展煤炭等能源行业方针与政策、战略与规划以及重

大技术经济问题调查研究，为煤炭等能源行业发展提供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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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委托承担煤矿新建项目安全准入评审、煤矿建设项

目评审评估，开展煤炭工程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定等咨询服务。 

8.完成应急管理部、国家煤矿安监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应急管理部研究中心是总局直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内设 6个业务处室和 2个综合部门，事业编制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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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8 年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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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8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年初预算安排情况，依据应急函〔2018〕26 号文

件批复，中心预算收入 3916.63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919.63 万元，包括本年收入 829.63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90

万元。预算支出 3916.63 万元。2018 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

依据应急函〔2018〕274 号调整预算批复，调整预算收入

3894.9644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900.9644 万元，包括本

年收入 807.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93.6644万元。调整预算

支出 3894.9644 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决算总收入 4973.49万元。其中：（1）财政补助

收入 900.96 万元，占总收入 18%，其中人员经费 400.96 万

元，项目经费 500万元。（2）事业收入决算值 3958.53 万元，

占总收入 80%，包括大型课题研究、煤矿建设工程咨询、煤

矿安全核准、城市安全安全风险评估、企业规划与咨询收入

等。（3）其他收入实际 114万元，占总收入 2%，主要为利息

收入、房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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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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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决算总支出 4611.2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基本

建设类项目）478.43 万元，占总支出 10%。基本支出 4132.83

万元中含人员经费支出 1979.10 万元，占总支出 43%，日常

公用支出 2153.73 万元，占总支出 47%。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43.05万元，全部为自有资金，与

年初预算 59 万元相比减少 15.95万元，降低 27.03%。其中： 

（1）公务用车 2 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4.82 万元，

与年初预算 10 万元相比，减少 5.18 万元，降低 51.8%；与

上年决算 5.54万元相比，减少 0.36 万元，降低 6.5%。主要

原因今年报废公务用车 2 辆，运行维护成本减低。 

 （2）因公出国 4 人，费用支出 17.81万元，与年初预

算 24 万元相比，减少 6.19 万元，降低 25.8%；与上年决算

7.08万元相比，增加了 10.73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度出国

1 人，出国任务没有按计划执行，今年按照计划全部执行，

且出国费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3）公务接待费支出 20.42万元，与年初预算 30万元

相比，减少 9.58万元，降低 31.93%，未超过预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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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算数据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本年

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不一致，2017 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 90

万元，2018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93.6644万元，主要是调整

预算批复，增加上年结转购房补贴 3.6644万元。 

2.主要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 5%的情况说明。 

（1）本年收入决算值 4879.83万元，同比增加 1728.84

万元,增长 54.87%。其中财政收入同比增加 488.54万元，增

长 153.26%。增加原因是单位性质划为公益二类，财政收入

增加，新增中央基建投资项目；事业收入同比增加 1215.98

万元，增长 44.34%，增加原因各部门积极开拓市场，事业收

入大幅增长；其他收入同比增加 24.32 万元，增长 27.12%，

增加主要原因是对外出租房屋的租金上涨，房屋出租已报上

级备案。 

（2）本年支出决算值 4611.26万元同比增加 1500.42万

元，增长 48.23%。其中人员经费支出同比增加 126.99 万元，

增长 6.86%。其中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同比增加 894.99 万元，

增长 71.1%，增加主要原因一是开拓市场，业务量加大，差

旅费、对外协作费用增加。二是常聘外部专家参与调研、安

全风险评估、安全标准化检查等项目专家咨询费用增加。三

是中心租用房屋租金、物业费上涨。 

（3）年末资产 4865.3万元，同比增加 924.25 万元，增

长 23.45%，主要原因一是银行存款增加 292万元，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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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01 万元，在建工程项目增加 478万元。 

（4）年末负债 917.47万元，同比增加 339.11 万元，主

要受其他应付款项中清华大学科技冬奥专项经费 202万元的

影响，使负债增加。 

（5）年末净资产 3947.84 万元，同比增加 588.81 万元，

增长 17.53%，主要原因是非流动资产基金增加。 

（6）年末净资产中结转和结余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年末结转和结余同比减少 51.42 万元，降低 57.13%，形成

结余。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到账较晚，中心用自

有资金垫付，用于 2018 年度公积金使用，无结转。2018 年

年末结转退休人员经费年末结转 17.02万元，项目经费年末

结转 21.56万元。 

（7）净资产非流动资产基金增加 35.31% ，主要受新增

中央基建投资项目，在建工程增加的影响。 

（8）净资产中事业单位事业基金增加 10.8%的原因是经

济效益增长，净利润增加。 

（9）年末实有人数中退休人员减少 1 人，降低 5.26%，

增加主要原因是 1 名退休人员去世。 

（10）年初预算数本年收入同比增加 778.63 万元，主要

原因新增项目经费，另外事业收入增长。 

（11）调整预算数本年收入同比增加 576.54 万元，主要

原因新增项目经费，另外事业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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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投资

收益、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四、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

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

费开支。 

六、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安全生产监管（款）

机关服务（项）：指应急管理部所属事业单位为机关提供文

印、办公楼日常维修维护、信息统计等服务保障的支出。 

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

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

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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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放的租金补贴。 

九、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符

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十、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以及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

业基金等。 

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

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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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