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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水利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新政办[2010]50 号）核准水利厅履行以下职能：
（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起草相关地方性
法规和规章，拟订水利发展政策，组织编制自治区流域综合
规划、防洪规划、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规划、水能规划等自
治区重大水利规划，并依法监督实施。制定水利工程建设有
关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提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
国家及自治区财政性资金安排的意见，按照规定权限，审批、
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提出水利
建设投资安排建议并组织实施。
（2）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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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实施自治区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拟订自治区水中
长期供求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水资源
调查及水能资源调查评价工作，负责重要流域、区域以及重
大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
使用制度和水资源论证、防洪论证制度；负责水能资源开发
利用、水电建设管理，指导水利行业供水和乡镇供水工作。
（3）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自治区水资源保护
规划；组织拟定重要河流湖泊的水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指
导入河排污口设臵工作，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
总量建议；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
和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指导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工作。
（4）负责防治水旱灾害，承担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指挥自治区防汛抗旱工作，
对重要河流、湖泊及水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和应急水量调
度。指导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5）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拟定节约用水政策，编制节约
用水规划。制订有关标准定额，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
工作，组织指导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6）负责水文工作，对水文工作实行行业管理。组织实
施水文水资源监测、水文站网建设和管理，发布水文水资源
信息、情报、预报和自治区水资源公报。
（7）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指导
河流、湖泊、水库、河口、滩涂的治理和开发；负责河道管
理范围内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组织实施河道采砂许可制度。
（8）指导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具有控制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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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流域、跨区域的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实
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和稽察。指导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
理。
（9）负责防治水土流失。拟定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监督实施及水土保持设施的
验收工作，组织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的征
收及监督使用，指导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
（10）指导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农村饮水安全、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组织指导
牧区水利工作，指导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农
村电气化和小水电代燃料工作。
（11）负责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仲裁自治
区境内重大水事纠纷。组织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监
督指导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水利工程的安全监管。
（12）开展水利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组织重大水利、
水电、水产、风能等科学研究、技术引进和科技推广，拟订
水利地方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组织开展自治区
水利行业质量监督工作；指导水利信息化工作；会同有关部
门办理国际河流有关涉外事务；指导水利行业外资引进工作。
（13）负责自治区渔业水产工作。
（14）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自治区水利厅部门决算包括： 79
个纳入部门决算的单位，其中本级单位 3 个（水利厅本级、
塔管局本级、水文局本级、）
，行政单位 1 个（水利厅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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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54 个，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18 个，不分类
事业单位 3 个。
纳入 2018 年水利厅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名单见
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本级）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机关）

3
4
5
6
7
8
9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科技推广总站

备注
行政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新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管理局（新疆维吾

公益一类事业

尔自治区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网络信息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外资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区水利规划总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政监察总队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乌拉泊水库绿化

公益一类事业

11

工程管理站

单位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管理总站

公益一类事业
5

单位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经济民警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宣传教育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改水防病办公室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电及农村电气化发展

公益一类事业

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水利资金检查所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公益二类事业

院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公益一类事业

室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公益一类事业

总站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21
22

（本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信

公益一类事业

息中心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

公益一类事业

24

局

单位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

公益一类事业

23

6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局上游管理处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

公益一类事业

局中游管理处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干流管理

公益一类事业

局下游管理处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水政监察

公益一类事业

分队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驻

公益一类事业

乌鲁木齐办事处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喀什管理

公益二类事业

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巴音郭楞

公益二类事业

管理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

公益二类事业

理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和田管理

公益二类事业

局

单位

新疆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希尼尔水

公益二类事业

库管理局

单位

新疆水利水电学校(新疆水利水电技工学

公益二类事业

36

校)

单位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局（本级）

35

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局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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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新疆乌鲁木齐水文勘测局
新疆石河子水文勘测局
新疆昌吉水文勘测局
新疆哈密水文勘测局
新疆吐鲁番水文勘测局
新疆博尔塔拉水文勘测局
新疆和田水文勘测局
新疆克孜勒苏水文勘测局
新疆阿克苏水文勘测局
新疆阿勒泰水文勘测局
新疆喀什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新疆伊犁水文勘测局
新疆塔城水文勘测局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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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新疆巴音郭楞水文勘测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局水文实验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分析计算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文信息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环境监测中心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执行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机关服务中心
新疆克孜尔水库管理局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不分类事业单
位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瓦提水利枢纽管理

公益二类事业

局

单位

新疆头屯河流域管理局水利管理中心
新疆头屯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水利管理中心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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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新疆金沟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金沟河流域管理局水利管理中心
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管理局水利管理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

公益一类事业

中心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
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
新疆白杨河流域管理局
新疆白杨河流域管理局水利管理中心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不分类事业单
位
不分类事业单
位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公益二类事业

管理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

公益二类事业

建设管理局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资源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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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建设管理与质量

公益一类事业

安全中心

单位

78
79

水资源规划研究所

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收入 411,390.1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09,662.25 万元，增长 36.34%，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家
和自治区大力扶持水利基本建设，使我厅一般公共预算大幅
度增加；支出 377,584.74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538.71
万元，降低 5.1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厅吉音水利枢纽
工程、卡拉贝利水利枢纽工程任务基本完成，基本建设资金
支出相应减少；结余 81,495.71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7,743.96 万元，增长 51.6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水
利工程建设受制于气温及汛期的影响，导致工程进展较慢形
成结转结余资金。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411,390.1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48,094.88 万元，占 84.62%；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 0%；
事业收入 33,660.01 万元，占 8.19%；经营收入 2,772.76 万
元，
占 0.68%；
附属单位缴款 0 万元，
占 0%；
其他收入 268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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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 6.51%。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本年收入年初预算数 99，
723.88 万元，决算数 411,390.16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313%，
差异主要原因是自治区拨付的水利基本建设资金通过中央
转移支付方式下拨且资金量较大，不纳入当年部门预算，故
造成预决算差异。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377,584.74 万 元 ， 其 中 ： 基 本 支 出
81,466.31 万元，占 21.58%；项目支出 293,884.49 万元，
占 77.83%；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2,233.94
万元，占 0.59%；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
99,906.66 万元，决算数 377,584.74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277.94%，差异主要原因我单位的部门决算数据中的财政拨
款由财政厅农业处、企业处、教科文处的当年预算、追加预
算和财政厅经建处拨付的中央转移支付的基本建设资金组
成，而我厅在编报部门预算时仅向财政厅农业处编报当年部
门预算。
二、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一）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348，094.88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142,538.79 万元，增长 69.34%。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人员工资、访惠聚及支教人员工作经费及补助、追加非统发
人员工资、社保等经费增加所致。财政拨款支出 377,584.74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0,538.71 万元，降低 5.16%，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三公经费及日常费用减少。其中：基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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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81,466.31 万元，项目支出 293,884.49 万元。财政拨款
结转结余 81,495.71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7743.96 万
元，增长 51.62%。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实施的水利工程
项目因施工期等原因尚未完工，故结转至下年使用。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数
54,282.21 万元，决算数 348,094.88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541%，差异主要原因：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扶持水利基本建设，
使得我厅财政拨款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
99,906.66 万元，决算数 377,584.74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277.94%，差异主要原因我单位的部门决算数据中的财政拨
款由财政厅农业处、企业处、教科文处的当年预算、追加预
算和财政厅经建处拨付的中央转移支付的基本建设资金组
成，而我厅在编报部门预算时仅向财政厅农业处编报当年部
门预算。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48,094.88 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142,538.79 万元，增长 69.34%。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访惠聚及支教人员工作经费及补助、
追加非统发人员工资、社保等经费增加所致。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 324，302.82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25,562.24
万元，增长 8.56%。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及社
保增长及驻村、支教人员补助增加。其中：按功能分类科目
（按类级科目公开）教育支出 5,506.52 万元，科学技术支
出 112.1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12.65 万元，节能
环保支出 29.5 万元，农林水支出 311,720.11 万元，其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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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21.89 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按类级科目公开）
，工资
福利支出 44,593.9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8,674.1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76.37 万元，
资本性支出 5.35 万元，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215,020.04 万元，资本性支出
42,312.93 万元，对企业补助支出 20 万元。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
初预算数 54，282.21 万元，决算数 348，094.88 万元，预
决算差异率 541.27%，差异主要原因人员招录、工资及社保
增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 54282.21 万
元，决算数 324302.82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487.44%，差异
主要原因项目资金未在预算中包含，本年度项目下达资金量
大。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与上年
相比，增加 0 万元，增长 0%。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我单
位本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20.41 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 1.43 万元，降低 24.15%。
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性基金的支出数为以前年度结
转资金，现昌吉水文局和伊犁水文局的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
统工程建设项目已实施完毕，即将开展竣工财务决算，故资
金支出较上年减少。其中：按功能分类科目（按类级科目公
开）
，农林水支出 20.41 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按类级科
目公开）
，资本性支出 20.41 万元。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年初预算数 0 万元，
决算数 20.41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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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主要原因此款项为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年初预算数 0 万元，决算数 20.41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100%，差异主要原因以前年度财政安排昌吉水文局和伊犁水
文局的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结转资金未使
用完成本年度继续使用。
三、部门结转结余情况
年末结转结余 81,495.71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27,743.96 万元，增长 51.62%。
其中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42167.34 万元。与上年相比，
增加 22200.65 万元，增长 111.19%。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313.39
万元，比上年减少 35.72 万元，降低 10.23%，减少原因是我
单位的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逐年减少。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占 0%，比上年增加 0
万元，增长 0%，原因是较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
维护费支出 299.40 万元，占 95.54%，减少 31.86 万元，降
低 9.62%，减少原因是为自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十
条规定”出台以来，水利厅及厅属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厉行勤俭节约，完善公车使用制度等；公务接待费支出 13.98
万元，占 4.46%，比上年减少 3.87 万元，降低 21.68%，减
少原因是重新修订了单位的接待费制度并纳入单位内部控
制制度中严格执行，严控就餐标准和配餐人数。具体情况如
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2018 年度单位全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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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无开支内容。
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维护费 299.40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臵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99.40 万元。主要用
于车辆的燃料费、修理费等。单位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安排的
公务用车购臵量 0 辆，保有量为 135 辆。
公务接待费 13.98 万元。具体是：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3.98 万元，主要是开展因公务必要对上级部门开展的一些
接待费等。2018 年度单位国内公务接待 246 批次，1727 人
次。
与年初预算数相比情况：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
出年初预算数 405.16 万元，决算数 313.39 万元，预决算差
异率-22.65%，差异主要原因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十
条规定”出台以来，水利厅及厅属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厉行勤俭节约，完善公车、公务接待制度。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预算数 0 万元，决算数 0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0%，
无差异；公务用车购臵预算数 0 万元，决算数 0 万元，预决
算差异率 0%，无差异；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数 376.91 万元，
决算数 299.4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20.56%，差异主要原因
对公务用车维修加大管理力度；公务接待费预算数 28.15 万
元，决算数 13.98 万元，预决算差异率 50.44%，差异主要原
因规范了公务接待程序，完善了公务接待制度，压减了不必
要的开支。
五、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水利厅单位（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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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870.4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4.94
万元，增长 19.98%，主要原因是招录遴选选调了公务员的人
员经费增加所致。
水利厅厅属单位 67 家（事业单位），日常公用经费
11,114.56 万元，比上年减少 2543.65 万元，降低 18.62%，
主要原因是 2018 年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较上年增加，财政拨
付职工在职期间的公用经费有所降低。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61,750.20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1,137.71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57,618.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92,994.09 万元。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257 辆，价值
6,703.62 万元，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
部用车 4 辆、机要通信用车 1 辆、应急保障用车 8 辆、执法
执勤用车 6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2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2
辆、其他用车 214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主要用于水文巡测
检测，水库大坝建设使用的皮卡车生产用车；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29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
设备 2 台（套）
。
（二）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8 年度，本部门单位预算绩效自评情况：自述有关预
算绩效管理和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1、偏远贫困地区农村自来水厂供水用电补助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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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偏远贫困地区农
村自来水厂供水用电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
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2160 万元，执行数为 2160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自治区补助资金的到位进
一步减轻了水厂负担，确保水厂的正常运行，提高供水保证
率，同时项目的实施具有非常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
能够确保偏远贫困地区农村自来水厂能够安全有效运行。发
现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
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相关项目自评情况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自治区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项目绩效
自评得分为 9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 万元，执行数为
1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托里
县和伊州区均完成了下达的自治区特大防汛补助费建设任
务，二是修复工程满足长期受益目标，群众满意率 95%。发
现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
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相关项目自评情况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3、自治区应急防洪工程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项目绩效自评得
分为 97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 万元，执行数为 1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策勒县固拉哈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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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应急防洪工程、岳普湖县艾曼力克应急防洪工程、库山河
阿克陶县阿克陶镇段应急防洪工程均完成了建设任务，完成
总投资 1000 万元，修建防洪堤 3.14 公里，
达到了预期目标。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
按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
益，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相关项目自评情况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水资源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
标，水资源费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82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为 3000 万元，执行数为 3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
产出和效果：一是完成了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二是
有效推进了河长制的实施；三是调查了解各流域水资源的现
实状况和今后的战略部署，明确各流域生态需水量，提出流
域敏感生态需水目标、河道内生态基流；四是：全面推进我
区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工作，自治区领导指示和厅党组的
要求，开展新疆农村饮水安全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新疆农
村饮水安全“十三五”巩固提升工程建设规划修编等。发现
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照
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5、自治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为 1750 万元，执行数为 17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
产出和效果：一是南疆四地州完成渠道防渗 31.6km，配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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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筑物 462 个；二是：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793 亩，维
修机电井 6 眼，维修水利工程 1 处。达到了预期目标。发现
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照
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6、自治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天山杯”竞赛 奖励资金
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财政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5 分。项
目全年预算数为 170 万元，执行数为 17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对 2017 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天山杯”获奖地州及先进县市进行了奖励；二是：2018 年
“天山杯”竞赛评比活动后，计划 2019 年 5 月对评选出的
先进地（州）、先进县（市）颁发 170 万元奖金；三是 2018
年，全疆完成 22 个大型灌区和 19 个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项目建设，圆满完成 200 万亩高效节水建设任务；认
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达到 2020 年用水总量
控制在 550 亿 m3；持续推进水权水价改革，指导督促各地积
极开展农业初始水权确权登记，探索建立水量收储交易平台，
积极推进南疆地区沙雅县农业高效节水增收试点工作。发现
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照
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7、自治区农业高效节水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
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3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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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0 万元，执行数为 695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
产出和效果：一是在自治区高效节水补助资金的推动下，各
地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高效节水建设任务。高效节水技术的
应用，有利于促进土地集约化管理和规模经营，大幅提升了
农民组织、合作化程度；二是各级财政对农业节水建设的支
持力度也逐年加大，多数地州出台了各种促进农业节水灌溉
发展的优惠政策，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整合各类相
关投资以及鼓励农民和用水者协会自筹等形式筹措建设投
资，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三是通过
组织农民观摩，用增产、增收的鲜活实例调动农民投入高效
节水灌溉建设的积极性，各地州顺利完成节水建设，节水、
增产、增效显著。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我区 2018 年北疆、
东疆计划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87.18 万亩，自治区已全额下达
高效节水补助资金为 3.075 亿元。但由于受到脱贫攻坚资金
整合政策影响，其中 2.01 亿元资金切块下达南疆各地州贫困
县，致使东疆、北疆每亩补助标准由 515 元降为 178 元，部
分地区县市实施高效节水建设项目存在一定困难。下一步改
进措施：我们将继续按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使财政资金发挥效益，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8、水利科技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自治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
评得分为 83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00 万元，执行数为 5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组织完成了
北疆主要作物灌溉试验研究；二是对叶尔羌河流域主要作物
需水规律及灌溉制度进行研究；三是研究推广了一系列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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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我
们将继续按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
金发挥效益，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9、南疆三地州及国家级贫困县水管单位部分人员基本支
出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
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8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555 万元，执行数为 1055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水管
职工工资正常发放及社保按时缴纳，稳定了职工队伍，促进
了水管单位和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发现的问题及原因：由
于南疆三地州及国贫县公益性人员经费标准为 2008 年测算的，
人均 3.27 万元/年，标准偏低，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建议
自治区对此标准进行重新测算。下一步改进措施：我们将继
续按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财政资金发挥
效益，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10、2018 年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
初设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资金项
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83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 万元，执行
数为 924.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92.42%。主要产出和效果：一
是实施白杨河流域管理局高崖子渠首段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二
是实施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二期）
；三
是实施喀什噶尔流域管理局阿瓦提干渠片区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示范工程；以上项目实施后，生态效益明显，项目周边群众
满意率 100%。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未发现问题。下一步改进
措施：我们将继续按照财政的安排部署做好项目实施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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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发挥效益，实现预期绩效目标。
11、自治区渔业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自治区渔业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3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 万元，执行数为 1000 万元，完成
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 2019 年全区水产品总量
达到≥18 万吨；二是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36 亿元；三是渔民
人均收入≥1.9 万元；4、水产品监测合格率为≥98%，水产品质
量安全零事故。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因地、县两级渔业主管部
门机构改革后职能的重新划分、人员调整、工作交接、渔业工
作熟悉程度不够等原因，存在对渔业工作监管不足的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1、机构改革完成，机构职能理顺关系后，
将开展全区渔业负责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2、加强对 2019
年渔业发展专项项目的持续推进工作；3、年底前完成好绩效
评价工作。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同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
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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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
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
“事业收入”、
“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
“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
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
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
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
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
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
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结余分配：反映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
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也
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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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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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发生的用非财政预算

24

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
“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
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臵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臵费及租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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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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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及印刷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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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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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支出功能分类说明。详见下表：
自治区水利厅支出功能分类名词解释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5
20502
2050205
20503
2050302
2050399
20599
2059999
206
20602
2060203

科目名称

教育支出
普通教育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中专教育
其他职业教育支出
其他教育支出
其他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基础研究
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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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4
2060402
2060404
20608
2060801
20609
2060902
208
20805
2080504
2080505
2080506
2080599
20806
2080699
213
21301
2130101
2130104
2130106
2130108
2130109
2130110
2130111
2130135
2130199
21303
2130301
2130302
2130303
2130304
2130305
2130306
2130308
2130309
2130310
2130311
2130312
2130313
2130314
2130315
2130316
2130317

技术研究与开发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科技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
科技重大项目
重点研发计划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企业改革补助
其他企业改革发展补助
农林水支出
农业
行政运行
事业运行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病虫害控制
农产品质量安全
执法监管
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其他农业支出
水利
行政运行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机关服务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水利前期工作
水利执法监督
水土保持
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
水质监测
水文测报
防汛
抗旱
农田水利
水利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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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332
2130333
2130335
2130399
21369
2136999
229
22999
2299901

砂石资源费支出
信息管理
农村人畜饮水
其他水利支出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其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支出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其他有关说明内容。
第四部分 部门决算公开的 8 张报表（见附表）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
《收入决算表》
三、
《支出决算表》
四、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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