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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简称：成都综合

利用所）隶属中国地质调查局，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中央

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 

成都综合利用所前身是 1953 年成立于北京的“地质部

地矿司技术加工室”；1958 年更名为“地质部矿物原料研究

所第七室”；1964 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地质部矿

产综合利用研究所”；1965 年“三线”内迁至四川省峨眉县；

1992 年从峨眉迁至成都，峨眉保留作为中试基地；2000 年，

经中央编办批准，更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

究所”；2005 年，国土资源部将成都综合利用所划归中国地

质调查局直接管理。 

成都综合利用所业务领域：以稀土资源为核心，以“三

稀”资源为重点，兼顾其他矿产资源，长期从事地质矿产调

查、矿产综合利用、技术经济评价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开发

工作。具有固体矿产勘查、地质实验测试（岩矿鉴定、岩矿

测试、选冶试验）甲级资质，以及水文地质调查、工程地质

调查、环境地质调查等相应资质，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成都综合利用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

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配置



有 1700 余台（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试验装备和选

冶中间试验装置，能承担从实验室试验到中间试验、半工业

试验的各类科研任务。为我国建设以攀西钒钛磁铁矿、白云

鄂博稀土铌铁多金属矿、金川铜镍矿三大共生矿为标志的大

型资源基地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和战略性基

础资料；使宜昌胶磷矿、广西下雷碳酸锰矿、内蒙古黄岗铁

锡矿等复杂难选冶低品位新类型矿产从“难利用矿”变成了

“可利用矿”；通过改善矿产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开拓新资源，

为我国的地质事业和矿产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做出了显

著的贡献。 

（二）机构设置 

机构设置有：办公室，科学技术处，财务处，装备基建

处，人事教育处，党委办公室，纪检审计处，离退休干部处，

成果应用转化处，矿产综合利用研究室，岩石与工艺矿物学

研究室，三稀矿产开发利用室，矿山生态调查修复室，矿产

综合调查评价室，分析测试中心，信息化室，后勤服务中心。 

 

 

 

 

 

 



二、2021 年部门预算表格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202030]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897.41 一、科学技术支出 6,464.4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660.5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

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329.00 

四、事业收入 2,395.0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2,731.00     

        

        

本年收入合计 10,023.41 本年支出合计 10,453.93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430.52     

        

收 入 总 计 10,453.93       支 出 总 计 10,453.93 

 

 

 

 

 

 

 

 

 

 

 

 

 

 



 

 

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名称:[202030]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单位：万元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本年收入 

小计 

一般公

共预算

结转资

金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 
金额 

  合计 10,453.93 430.52 430.52 10,023.41 4,897.41 2,395.00 2,731.00 

202030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

合利用研究所 
10,453.93 430.52 430.52 10,023.41 4,897.41 2,395.00 2,731.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464.41     6,464.41 1,667.41 2,395.00 2,402.00 

20603   应用研究 6,464.41     6,464.41 1,667.41 2,395.00 2,402.00 

2060301 机构运行 6,464.41     6,464.41 1,667.41 2,395.00 2,402.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3,660.52 430.52 430.52 3,230.00 3,230.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3,660.52 430.52 430.52 3,230.00 3,230.00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

查 
3,660.52 430.52 430.52 3,230.00 3,23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9.00     329.00     329.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9.00     329.00     329.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61.00     261.00     261.00 

2210203 购房补贴 68.00     68.00     68.00 

 

 

 

 

 

 

 

 

 

 

 

 

 

 



 

 

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202030]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0,453.93 6,793.41 3,660.52 

202030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0,453.93 6,793.41 3,660.5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6,464.41 6,464.41   

20603   应用研究 6,464.41 6,464.41   

2060301 机构运行 6,464.41 6,464.41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660.52   3,660.52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3,660.52   3,660.52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 3,660.52   3,660.5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29.00 329.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29.00 329.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61.00 261.00   

2210203 购房补贴 68.00 68.00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202030]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4,897.41 一、本年支出 5,327.93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897.41   (一)科学技术支出 1,667.4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660.5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

款 
      

        

二、上年结转 430.52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30.5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

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5,327.93      支 出 总 计 5,327.9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202030]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4,897.41 1,667.41 1,573.96 93.45 3,230.00 

202030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综合利用研究所 
4,897.41 1,667.41 1,573.96 93.45 3,23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667.41 1,667.41 1,573.96 93.45   

20603   应用研究 1,667.41 1,667.41 1,573.96 93.45   

2060301 机构运行 1,667.41 1,667.41 1,573.96 93.45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3,230.00       3,230.00 

22001   自然资源事务 3,230.00       3,230.00 

2200113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

调查 
3,230.00       3,230.00 

 

 

 

 

 

 

 

 

 

 



三、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成都综合利用所所有收入和支出

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

年结转、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支出包括科学技术支出、自

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 

成都综合利用所 2021 年部门总收入 10453.93 万元，其

中：本年收入 10023.41 万元，上年结转 430.52 万元。 

部门总支出 10453.9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793.41

万元，项目支出 3660.52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327.93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4897.41 万元，上年收入 430.52万元。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897.41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667.41 万元（含人员经费 1573.96 万元、公用经费

93.45 万元），项目支出 3230 万元。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9.76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61 万元，公务接待费

3.15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类）应用研究（款）机构运行（项）2021

年预算为 1667.41 万元，编制预算时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安

排支出，主要为保障单位工作正常开展而发生的人员经费支

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四、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以外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项）：指主要用于开展国家基础 

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任务和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的支 

出。具体包括区域基础地质调查、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自 

然资源综合调查、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洋与海岸带地质调 

查、应用地质调查等工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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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主要用于信息化建设及运 

维、基本建设、 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支出。 

（七）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 

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 



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5%，最高不超过12%，缴存基数为职 

工本人上年工资。 

（八）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指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 

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的规定，从1998 年下半 

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房价收入比超过4 倍以上地区对无房和 

住房未达标职工发放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补贴资金。中央行政 

事业单位从 2000 年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地方行政事业 

单位从1999 年陆续开始发放购房补贴资金，企业根据本单 

位情况自行确定。在京中央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完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 

关住房制度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05]8 号）规定的 

标准执行， 京外中央单位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 

币化改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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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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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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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