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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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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主要职责

自然资源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组建于 2018 年 3 月。

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履行以下职责：

（一）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

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职责。拟订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极地、深海

等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制定自然资源调查

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

测。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

布。指导地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三）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制定各类自然

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

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全国自然资

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

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指导监督全国自

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建立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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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考核标准。制定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

备政策，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责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五）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自然资

源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

施，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

等定级价格评估，开展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

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然资源管理涉

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

（六）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推进主体功

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

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研究拟订城乡规划政策并监督实施。组织拟订并

实施土地、海洋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土地、海域、

海岛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七）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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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海

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修复等工作。牵头建立和实施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

策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目。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牵头拟订

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

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

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九）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全国地质工作。编制地

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管理中央级地质勘查项

目。组织实施国家重大地质矿产勘查专项。负责地质灾害预

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

质问题。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督管理。

（十）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

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

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

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十一）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管

理及压覆矿产资源审批。负责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承

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调控及相关管理工

作。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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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负责监督实施海洋战略规划和发展海洋经济。

研究提出海洋强国建设重大战略建议。组织制定海洋发展、

深海、极地等战略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海洋经济

发展、海岸带综合保护利用等规划和政策并监督实施。负责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评估工作。

（十三）负责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负

责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管理。制定海域海岛保护利用规

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无居民海岛、海域、海底地形地名管理

工作，制定领海基点等特殊用途海岛保护管理办法并监督实

施。负责海洋观测预报、预警监测和减灾工作，参与重大海

洋灾害应急处置。

（十四）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基础测绘和

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国

家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

负责测量标志保护。

（十五）推动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制定并实施自然

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和计划。组织

制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工

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

服务。

（十六）开展自然资源国际合作。组织开展自然资源领

域对外交流合作，组织履行有关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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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作，参与相关谈判与磋商。负责

极地、公海和国际海底相关事务。

（十七）根据中央授权，对地方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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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国

土空间规划及测绘重大违法案件。指导地方有关行政执法工

作。

（十八）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十九）管理中国地质调查局。

（二十）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一）职能转变。自然资源部要落实中央关于统一

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顶层设计，

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提供科学指引。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创新激励约束并

举的制度措施，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步精简下

放有关行政审批事项、强化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自然资源管理

规则、标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

评估的便民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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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自然资源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计

168 个，其中：

（一）行政单位 33 个，包括：自然资源部机关、国家

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本级、自然资源

部北海局本级等。

（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 个，为国家海洋

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三）事业单位 129 个，包括：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

院、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等。

（四）其他单位 5 个，包括：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土地

学会、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海洋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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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内容见附表）

第二部分

2022 年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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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2 年部门预算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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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2022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自然资源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

入部门预算管理，2022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1,686,590.93 万元。

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余和上年结转；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

交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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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关于 2022 年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收入预算 1,686,590.93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71,258.6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收入 500.00 万元，事业收入 418,931.01 万元、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4,459.19 万元、其他收入 58,945.08 万元、使用非

财政拨款结余 67,156.72 万元、上年结转 465,340.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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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 2022 年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支出预算 1,686,590.93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650,358.14 万元、项目支出 1,029,468.09 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支出 961.10 万元，结转下年 5,803.60 万元。

四、关于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046,608.33万

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671,258.60 万元、

上年结转 374,849.7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拨款收入

500.00 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0.00 万元、外

交支出 5,937.53 万元、教育支出 27.6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17,171.3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510.22 万元、卫生

健康支出 4,137.19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935.46 万元、自然

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808,723.7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2,515.24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00.00 万元。



‐ 13 ‐

五、关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671,258.6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8,553.98 万元，降幅 6.75%。

2022 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

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了自然

资源行业业务管理等项目支出中涉及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同时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合理保障了国土空间动

态监测与耕地保护督察执法等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

目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派

驻派出机构（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50.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50.00 万元，主要是 2021 年使用结转资金，

未安排当年预算。

（二）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会费（项）

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07.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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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 万元，增幅 259.57%，主要是相关国际组织会费支出

增加。

（三）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捐赠（项）

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335.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5.00 万元，降幅 4.29%，主要是向国际组织的捐赠支出减少。

（四）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在华国际

会议（项）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55.00 万元，降幅 100%，主要是相关支出所列科目调整，

由本科目调整转列“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

他外交支出（项）”。

（五）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国际交流

活动（项）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84.00 万元，降幅 100%，主要是相关支出所列科目调整，由

本科目调整转列“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

外交支出（项）”。

（六）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对外合作

活动（项）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4,209.00 万元，降幅 100%，主要是相关支出所列科目调整，

由本科目调整转列“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

他外交支出（项）”。

（七）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

出（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4,669.00 万元，比 2021 年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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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增加 4,669.00 万元，主要是相关支出所列科目调整，由

“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在华国际会议（项）”、

“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国际交流活动（项）”、

“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对外合作活动（项）”

调整转列本科目。

（八）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6.20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九）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实验室及相

关设施（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000.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280.00 万元，增幅 177.78%，主要是部分支

出所列科目调整，由“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

（款）科技条件专项（项）”调整转列本科目。

（十）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259.04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259.04 万元，主要是科研机构研究生培养经

费支出由“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其他应用研

究支出（项）”调整转列本科目。

（十一）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

（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4,377.16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

数减少 4,106.38 万元，降幅 14.42%，主要是科学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等支出由本科目调整转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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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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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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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

研究（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9,934.20 万元，比 2021 年

执行数减少 191.80 万元，降幅 1.89%，主要是科研机构基本

科研业务费减少。

（十三）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高技术研

究（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5,659.00 万元，比 2021 年执

行数增加 17,659.00 万元，增幅 46.47%，主要是由于一次性

任务增加，经费相应增加。

（十四）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其他应用

研究支出（项）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

减少 1,043.36 万元，降幅 100%，主要是科研机构研究生培

养经费支出所列科目调整，由本科目调整转列“科学技术支

出（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项）”。

（十五）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

技条件专项（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0,865.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3,580.00 万元，降幅 24.78%，主要是科

研机构修缮购置项目支出减少，部分支出所列科目调整，由

本科目调整转列“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实验

室及相关设施（项）”。



‐ 17 ‐

（十六）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

重大专项（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045.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93.00 万元，降幅 15.59%，主要是由于科技

重大专项任务支出减少。

（十七）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75.00 万元，

与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十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4,474.27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21.04 万元，增幅 5.20%，主

要是行政单位养老支出增加。

（十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804.79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3.73 万元，增幅 0.85%。

（二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973.41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61.18 万元，增幅 6.71%，

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支出增加。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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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5,538.34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3,004.15 万元，增幅 23.97%，主要是科学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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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等支出由“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

行（项）”调整转列本科目。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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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7,769.23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502.03 万元，增幅 23.97%，主要是科学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缴费等支出由“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

行（项）”调整转列本科目。

（二十三）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773.83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696.78 万元，增幅 2202.18%，主要是

2021 年使用结转资金较多，当年预算安排较少。。

（二十四）节能环保支出（类）可再生能源（款）可再

生能源（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900.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00.00 万元，降幅 5.00%。

（二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制造业（款）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项）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5.00 万元，降幅 100%，主要是 2022 年未安

排相应科目支出。

（二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行政运行（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9,333.07 万

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889.36 万元，增幅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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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955.83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33.35 万元，降幅 9.61%，主

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性支

出等。

（二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机关服务（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093.97 万元，

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755.65 万元，增幅 17.42%，主要是机

关服务科目支出增加。

（二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3,958.13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18.10 万元，增幅

5.83%，主要是国土空间规划等项目支出增加。

（三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8,417.71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13.43 万元，降幅

2.47%，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等。

（三十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15,864.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3,469.57 万元，降幅

17.95%，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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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非刚性支出等。

（三十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行业业务管理（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6,467.1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5,290.15 万元，降幅

44.99%，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等。

（三十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为 34,993.55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12,644.26 万元，

增幅 56.58%，主要是国土空间动态监测与耕地保护督察执法

等项目支出增加。

（三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为 4,791.42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342.23 万元，增幅

7.69%，主要是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等项目支出增加。

（三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海域与海岛管理（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3,737.86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177.70 万元，降幅 23.96%，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性

支出等。

（三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国际合作与海洋权益维护（项）2022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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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预算数为 2,715.02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207.69

万元，降幅 69.57%，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

支出、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等。

（三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自然资源卫星（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5,361.87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92.88 万元，降幅 11.44%，

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需非刚性

支出等。

（三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极地考察（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9,587.73 万

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7,158.77 万元，增幅 31.92%，主

要是相关工作任务增加。

（三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深海调查与资源开发（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1,141.1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086.40 万元，降幅

4.89%，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等。

（四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为 63,151.72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8,358.71 万元，

降幅 11.69%，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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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

为 33,098.06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2,142.04 万元，降

幅 6.08%，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

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等。

（四十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事业运行（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75,005.62 万

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4,159.78 万元，增幅 5.87%，主要

是事业单位运行支出增加。

（四十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

务（款）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97,556.37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4,235.07 万元，降幅

39.70%，主要是中央基建投资支出减少。

（四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其他自然资

源海洋气象等支出（款）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项）

2022 年年初未安排预算，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33.55 万元，

降幅 100%，主要是一次性任务支出减少。

（四十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

房公积金（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7,500.0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710.00 万元，增幅 2.65%。

（四十六）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

租补贴（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633.00 万元，比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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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数增加 19.00 万元，增幅 3.09%。

（四十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

房补贴（项）2022 年年初预算数为 20,780.00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持平。

六、关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46,056.69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212,948.2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

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

救济费、医疗费补助、奖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

日常公用经费 33,108.4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

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

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被装

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

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

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公务用车购置、无形资产购置、

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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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八、关于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00.00万元，

主要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有限公司推动融合创新发展相关支

出。

九、关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说明

自然资源部 2022 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4,487.9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791.23 万元、公务

用车购置费 304.69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3,058.36 万元、公

务接待费 333.66 万元。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 2021 年预算数相比减少

167.32 万元，降幅 3.59%。主要原因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

经费支出，减少公务用车购置费。

十、关于 2022 年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2 年自然资源部机关、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陕

西测绘地理信息局本级、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本级等 33 个行

政单位和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1 个参公单位机关运行

经费（日常公用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12,054.02 万元，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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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增加 2,846.13 万元，增幅 30.91%。主要是 2021 年使

用结转资金较多，当年预算安排较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2 年自然资源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99,938.1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31,283.43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56,662.4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11,992.35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自然资源部所属各单位共有车辆

1,092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18 辆、机要通信用车 27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21 辆、应急保障用车 39 辆、执法

执勤用车 44 辆、其他用车 743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从事野

外地质、测绘、海洋调查工作用车。共有单位价值 50 万元

及以上的通用设备 1,389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及以

上的专用设备 947 台（套）。

2022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34 辆，其中：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10 辆、其他用车 24 辆，主要是报废更新超年限、

安全隐患大、排放不达标、无法正常使用的车辆；安排购置

单位价值 50 万元及以上的通用设备 81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专用设备 118 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 年自然资源部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 26 ‐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实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项目绩效目

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25,201.91 万元。

（五）“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项目情况

1.项目概述。

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是推动自然资源事业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会

有关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自然资源科技创新能力和

水平，引领高质量发展，完善自然资源科学决策机制，提高

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立本项目。

本项目主要包括：研究制定实施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

重点任务；开展自然资源标准体系研究，组织自然资源领域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发布行业标准，完成标准宣贯，

举办标准培训班；加强自然资源计量质量技术监督工作；进

行自然资源科技统计，推进自然资源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自

然资源领域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组织实施创新人才工程，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训工作；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开展科技成果和信

息化管理工作等内容。

2.立项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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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化标准化工作方案》、《生态

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2020 年）》、《自

然资源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等有关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重要思想和重要指

示批示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重要部署等

设立。

3.实施主体。

该项目由自然资源部统一组织实施。

4.实施方案。

（1）项目可行性。

本项目围绕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设立子项目，各二级

项目目标任务明确，技术路线可行，进度安排合理，预算编

制科学，项目承担单位具有丰富经验和长期工作基础，具备

良好实施条件，能够有效支撑一级项目目标的实现，并能够

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2）总体思路。

本项目围绕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加强顶层设计，确

定工作重点，制定相关政策，通过采取印发文件、召开会议、

举办培训等方式进行工作部署，做好审批管理、组织协调、

监督指导、考核评估等工作，组织相关单位实施并完成工作

任务。

（3）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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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科技发展司牵头组织实施，具体由中国自然资

源经济研究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

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中国极地中心等相关单位配合。

按照确定的工作任务、目标要求、技术路线以及进度安排等，

推进并完成各项工作。

（4）进度安排及阶段目标。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分为计划和组织部署、工作实施、

中期实施情况评估、年度绩效评估四个阶段。具体包括：

①计划和组织部署：每年第一季度研究确定年度工作重

点和调研等工作安排。

②工作实施：每年第二至第四季度按照计划具体执行各

项工作任务。

③中期实施情况评估：每年第二、三季度根据单位绩效

管理工作要求，开展中期绩效自评。

④年度绩效评估：每年年底根据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行

评估。

（5）预期成果。

1 通过战略研究为部领导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和建议。

2 研究制定“十四五”自然资源科技创新发展重点任务。

3 开展自然资源科学数据管理研究。

4 支持已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部分优秀部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运行，谋划创建新的自然资源领域国家级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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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

5 对自然资源科技创新需求和有关重点工作进行调研。

6 进行自然资源科技统计，推进自然资源科技成果转化

等。

7 实施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扩大

部科技领军人才储备。

8 建立完善自然资源标准体系，组织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制修订、宣贯实施和监督检查，建立标准化信息平台。

9 加强计量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建立自然资源检验检测

技术体系，提升技术能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0开展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普及，提升社会认知。

11推进自然资源有关社会团体科技创新奖励改革。

5.实施周期。

该项目计划长期实施，本轮实施周期为 2022—2024 年。

6.年度预算安排。

2022年拟安排该项目一般公共预算 4,005.92万元。包括：

（1）自然资源科技人才工程组织实施与管理服务。主

要用于实施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扩大科技

领军人才储备。

（2）自然资源创新平台建设与能力提升。主要用于谋

划创建新的自然资源领域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已有国

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和部分优秀部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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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资源技术融合研究与应用示范。主要用于开

展自然资源科技成果融合应用示范。

（4）自然资源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与共享。主要用

于开展自然资源科学数据中心和科学数据共享。

（5）自然资源科普与重大科技成果宣传。主要用于建

立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普及，提升社会认知。

（6）自然资源调查标准统一及重要标准制修订。主要

用于建立自然资源标准体系，组织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

订、宣贯实施和监督检查，建立标准化信息平台，加强计量

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7）自然资源战略研究。主要用于开展自然资源战略

研究，通过战略研究为决策提供科技支撑和建议。

（8）科技成果管理及服务。主要用于开展自然资源部

科技成果登记、组织管理等。

（9）科技业务组织管理。主要用于科技业务组织管理。

7.绩效目标和指标。

(此部分内容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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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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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中央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

按现行管理制度，中央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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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非本级财政拨款

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

“财政拨款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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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财政拨款盈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纪检监察事务（款）派驻

派出机构（项）：反映由纪检监察部门负担的派驻自然资源

部的纪检监察人员的专项业务支出。

八、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会费（项）：

反映经我国政府批准，自然资源部门以我国政府或自然资源

部名义参加国际组织，按国际组织规定缴纳的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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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交支出（类）国际组织（款）国际组织捐赠（项）：

反映以我国政府名义，自然资源部门向国际组织的认捐、救

灾、馈赠等支出。

十、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在华国际会

议（项）：反映经国务院批准或由外交部、财政部同意，自

然资源部门在华召开国际会议的支出。

十一、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国际交流

活动（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赴外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支出

及接待外国政要来华交流支出。

十二、外交支出（类）对外合作与交流（款）对外合作

活动（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外交目的的对外合作方

面支出。

十三、外交支出（类）其他外交支出（款）其他外交支

出（项）：反映除上述支出以外自然资源部门其他用于外交

方面的支出。

十四、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反映为配合业务工作开展，自然资源部门安排用于培训的支

出。

十五、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实验室及相

关设施（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国家（重点）实验室、

部门开放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十六、科学技术支出（类）基础研究（款）科技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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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设（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高层次科技人才、科

研机构研究生培养和博士后科学基金等方面的支出。

十七、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

反映自然资源部门所属应用研究机构的基本支出。

十八、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

究（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从事社会公益专项科研方面的

支出。

十九、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高技术研究

（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为解决事关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

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而开展

的研究工作支出。

二十、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其他应用研

究支出（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

应用研究方面的支出。

二十一、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条件与服务（款）科

技条件专项（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完善科技条件的

支出，包括科技文献信息，网络环境支撑等科技条件专项支

出。

二十二、科学技术支出（类）科技重大项目（款）科技

重大专项（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科技重大专项的经

费支出。

二十三、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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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在其他科学技

术支出中，除以上各项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二十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管理（款）政府特殊津贴（项）：反映与政府特殊津贴相

关的支出。

二十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所属

的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

退休经费。

二十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所属

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二十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款）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

所属的各类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支出。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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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自然资源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支出。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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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

然资源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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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

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中由财政部门集中安

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

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等。

三十一、节能环保支出（类）能源节约利用（款）能源

节约利用（项）：反映用于能源节约利用方面的支出。

三十二、节能环保支出（类）可再生能源（款）可再生

能源（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支出。

三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制造业（款）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方面的支出。

三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行政运行（项）：反映自然资源部所属行政单位（包

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三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自然资源部所属行政

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

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机关服务（项）：反映为自然资源部所属行政单位（包

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

服务中心等附属事业单位的支出。



‐ 37 ‐

三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

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等方面的支出。

三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

自然资源有偿使用与合理开发利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国

土整治，耕地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三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社会公益服务（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

于土地、地质、矿产实物资料和信息资源采集、处理并提供

社会公益展览和服务，自然资源知识普及，自然资源领域科

技创新发展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自然资源行业业务管理（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行业

业务管理经费支出，包括行业标准和规程、政策法规、审计

监督、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

用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等方面

的支出。

四十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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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管理，矿业权管理，矿产资源

合理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海域与海岛管理（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海域

与海岛管理方面的支出。

四十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国际合作与海洋权益维护（项）：反映自然

资源部门用于自然资源国际合作与能力提升、海洋权益维护

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自然资源卫星（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自然资

源遥感卫星业务运行，遥感数据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极地考察（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极地考察等

方面的支出。

四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深海调查与资源开发（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

深海调查，国际海域的资源勘探开发、环境监测与保护，国

际海域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海洋战略规划与预警监测（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

用于海洋战略规划、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调查评价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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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测预报、预警监测与减灾等方面的支出。

四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

用于基础测绘、航空摄影、地理信息应用与安全监管等方面

的支出。

五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事业运行（项）：反映自然资源部所属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五十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

（款）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项）：反映自然资源部门除

上述项目之外其他用于自然资源事务方面的支出。

五十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其他自然资源

海洋气象等支出（款）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项）：

反映自然资源部门除上述项目之外其他用于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的支出。

五十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

公积金（项）：反映自然资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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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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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行政

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五十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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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自然资源部行政

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用于购买住

房的补贴。

五十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类）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款）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项）：反映用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支持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国有资本投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等方面的支出。

五十七、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

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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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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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上缴上级支出：指所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六十一、事业单位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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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对所属单位补助发生

的支出。

六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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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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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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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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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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