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 利 部 司 局 豳
规计综函E201z|1号

关于报送 zO11年水利统计年报有关报表的通知

部直属各单位 :

根据水利部现行水利统计报表制度 (办 规计函E2011〕 898号 )

的有关要求,请你单位认真组织做好 zO11年 统计年报工作 ,按 时

填报《2011年水利部直属单位统计年报表》(见 附件)并及时报送

我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本报表由水利部直属法人单位负责组织填报和综合汇总 ,

其下属法人单位 (包 括企业、事业和社团单位)应按照综合汇总单

位的要求填报有关报表。

二、填报本报表应包括部直属各事业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的有

关情况及其运营管理的水利设施、当年组织实施的各类基建投资

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有关情况。

三、本报表有关数据须经本单位财务、计划、人事等部门审核

无误后 ,由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正式报出。

四、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报表报送至水利部规划计划司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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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于 zO11年 2月 29日 ;水利服务业统计报表 zO11年制度有变

动,请根据新修订表式填报 ,报送时间截止于 zO11年 4月 底。

请各单位收到文件后 ,尽快确定统计工作的联系人 ,并将联系

方式(姓名、办公电话、传真、手机、电子邮箱)于 zO12年 2月 15日

前反馈规划计划司综合与统计处。

联 系 人 :王小娜 63zO5965 郭永彬 63zO2778

尕争    差串:63205991

电子邮箱:shshye@mwr。 gov。 cn

附件 :zO11年水利部直属单位统计年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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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单 位（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部直属单位水利投资统计年报表

报  　 出　   日　   期： 201   年　   月　    日

统计负责人（签字）：

填　表　人（签字）：

二〇一一年



表号 年综130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地区（市）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10]7号

             县（区、市）    行政区划代码： 有效截止期 2013年1月

单位 1 2 3 …..
M01

M02

M03 *主管部门分类：1.电力部门， 2. 水利部门， 3. 其他部门。

M04 隶属关系分中央、省（区、市）、地区、县（区、市）和乡镇五级。

M05 填水库大坝所在行政区具体地址

M06 填所在河流名称

M07 按水资源一级分区填选。

M08 1、大1型，2、大2型，3、中型，4、小1型，5、小2型。

M09 *水库坝型分类：1. 土坝， 2.堆石坝， 3.重力坝，4.拱坝， 9.其他。

M10 米

总  库  容 M11 万立方米

兴利库容 M12 万立方米

防洪库容 M13 万立方米

已  淤  积 M14 万立方米

M15 万立方米

M15 万立方米

M16 万立方米

设计灌溉面积 M17 千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 M18 千公顷

　　本年实际灌溉面积 M19 千公顷

设计台数 M20 台

设计容量 M21 千千瓦

实际台数 M22 台

实际容量 M23 千千瓦

M24 千千瓦时

应绿化面积 M25 千公顷

已绿化面积 M26 千公顷

养鱼水面 M27 千公顷

全年捕鱼量 M28 吨

农业灌溉 M29 万立方米

工业生产 M30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 M31 万立方米 * 包括市政、公共场所和个人服务业用水。

乡村生活 M31 万立方米

其他供水 M32 万立方米

另,发电 M33 万立方米

M34 人

M35 人

M36 人

M37 万元

M38 万元 *包括工程投产以来所有以基建计划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投资。

M39 万元

     新增原因(新建或补充统计) M40

单位负责人 ：   (签字有效)       统计负责人：  (签字有效)       填表人：(签字有效)          填报日期：201   年       月      日

     工程维修费累计支出

     其中：固定职工

              其中：技术人员

     工程建设总投资

     历年除险加固投资*

绿化面积

养鱼

年供水

     水库全部职工

多年平均来水量

灌溉面积

发电装机

年   发   电  量

           坝   高

全  年  来  水  量

库容

年  末  蓄  水  量

           水库所属河系

           所属流域

     水库大中小型

           坝   型*

           水库管理单位

           主管部门*

           隶属关系

           建 设 地 点

           水  库  名  称

水库基本情况统计表
201        年

指标名称



 

项目负责单位
（此码由收表单位编写，填表单位不填。）

填报范围：当年组织实施的各类基建投资项目

业主及参建单位 建设性质 项目规模
1.项目业主／法人 10.松辽流域

20.海河流域 1.中央属 1.新建            1.大中型  1.筹建  1.  开工时间 1.项目建议书

省（区、市） 30.黄河流域 2.省(区.市)属 2.扩建            2.小型  2.本年正式施工 年 月

2.设计单位 40.淮河流域 3.地区(市)属 3.改建 9.其他  3.本年收尾   2. 本年部分建成投产时间 2.可研报告
地区（市） 50.长江流域 4.县(区.市)属 4.单纯建造  4.全部停缓建 年 月

60.珠江流域 9.其他   生活设施  5.单纯购置  3.  全部建成投产时间 3.初设报告

3.施工单位 县（区、市） 70.太湖流域 5.迁建  6.前期工作 年 月

87.其他流域 6.恢复 4.开工报告

7.单纯购置
4.监理单位 8.前期工作 5.本年施工或实施方案

行政区划代码

项目计划总投资 土方 E01 万立方米

中央政府投资 石方 E02 万立方米
地方政府投资 中央政府投资 砼 E03 立方米
企业和私人投资 1.预算内拨款 金属结构 E04 吨
利用外资 其 2.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
银行贷款 3.中央财政水利专项资金
其他投资 4.水利建设基金

实际需要总投资 5.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资金
其中　移民征地费 6.土地出让收益

自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中 7.自筹资金

自开工累计新增固定资产 8.其它资金

本年完成投资合计 地方政府投资

  建筑工程 1.预算内拨款

  安装工程 其 2.预算内专项资金 水库总库容 101 亿立方米
  设备工器具购置 3.地方财政水利专项资金 有效灌溉面积 102 万亩
  其他费用 4.水利建设基金 除涝面积 103 万亩
        #移民征地补偿费 5.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发电装机容量 104 千千瓦
  防洪 6.土地出让收益 排灌装机容量 105 千千瓦
  灌溉 7.水资源费 供水能力 106 万吨/日
  除涝 中 8.自筹资金 改善灌溉面积 107 万亩
  供水 9.其它资金 改善除涝面积 108 万亩
  发电 利用外资 新建及加固堤防长度 109 公里
  水保及生态 #对外借款 水保治理面积 110 万亩
  机构能力建设  外商投资 饮水安全达标人口 111 万人
  前期工作 企业和私人投资 节水灌溉面积 112 万亩
  其它 国内贷款 113 公里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债券 114

其它投资 115

单位负责人：(签字有效 ) 填报日期：201     年

人

HO3 万元

改善或恢复库容

河道整治长度
渠道防渗长度

公里

传真

实物
工程
量

备案文号

实物工程量
完成进度

行政区划 开工年份 项目码 跨区码

水利建设项目投资统计年报表
201 　 年 表        号 年基01表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盖章有效）    负责人 电话 备案机关

制表机关

国家统计局

水利部
办规计函[2011]898号

国统办函[2010]7号通讯地址 邮    编

建设地址 建设阶段 建设起止时间 审批文号项目类型 所属流域 隶属关系

万元

万元

已完工项目个数 G03 个

计划投资及完成进度 代码 单位 数量 累计
到位
投资

累计
完成
投资

日

本年到
位投资

本年完
成投资

本年土地征用和购置价款

B01 万元

本年计
划投资

分来源投资进度 代码 数量
累计
安排
投资

其中

B02 万元

B07 万元
B06 万元

B03 万元
合      计 C01 万元

C02 万元
B04 万元 C03 万元

E05移民安置人数B05 万元 C04 万元

本年新增

万立方米

月

B08 万元

C10

万元B09
B10 万元

C12

万元

C09 万元

C11

万元

个

B11 万元

C06 万元
万元
万元

单项工程个数** G01

已实施的
单项工程个数

G02

累计新
增效益

效益/能力名称 代码
本年新开工

建设规模
本年施
工规模

单位

万元

C15 万元

B12 万元

C19

C13 万元

万元

C21

完成
投资
按构
成分

B13 万元

B15 万元

B17

完成
投资
按用
途分

B18 万元

B21 万元
B22

万元
万元

B26 万元

B23

B16 万元
万元

B19 万元

B14 万元

B24 万元

C27

B20 万元

万元

万元

C22 万元
C23

B25 万元

万元

万元
C25

C20 万元

B27 万元

万元
C24

万元

C26

万元

C05

C07
C08

C14

C16
C17
C18

万元

万元

代码 单位 全部计划 本年计划 累计完成 本年完成

公顷

规划用地面积 HO1 公顷

个 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 HO2



项目类型

0100 0330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0910

0110 0340 水库工程 0920

0120 0350 泵站工程 0930 水环境污染防治

0190 其他枢纽工程 0390 其他灌溉除涝项目 0940 水利血防项目

0200 防洪项目 0500 0990

0210 堤防工程 0510 引水（调水）工程 1000

0220 江河湖泊治理工程 0520 人饮解困及饮水安全工程 1100

  0221 大江大湖治理 0590 其他供水工程 1110

  0222 重要支流治理 0600 水务项目 1120

  0223 中小河流治理 0610 自来水厂建设 1130

  0229 其他 0620 城镇供水管线建设 1190

0230 行蓄洪区安全建设 0630 城镇排水系统建设 1200 前期工作项目

0240 城市防洪工程 0640 1210 水利规划

0250 水库除险加固 0690 其他水务项目 1220 专题研究

  0251 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0700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项目 1230 项目前期

  0252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0710 中水回用 1240 基础管理

0260 海堤建设 0720 雨水集用 1290 其他前期工作

0270 国际界河工程 0730 海水淡化 1300

0280 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0800 水电开发利用

0290 其他防洪项目 0810 水力发电工程

0300 灌溉除涝项目 0820 电网建设与改造

0310 灌区建设工程 0890 其他电气化工程

0320 节水灌溉工程 0900 水保及生态

控制性枢纽工程项目 水土流失治理

水库枢纽工程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水闸枢纽工程

供水项目 其他环境水利项目

滩涂治理及围垦工程建设

其他水利发展项目

污水处理工程

其他水利项目

机构能力建设专项

水文设施及能力建设

科研教育设施

防汛通讯设施等能力建设



二〇一一年

水利服务业统计报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电话）

统计负责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签字）：

填　表　人（签字）：

报   出 　 日   期： 201   年　   月　    日



—

行政区划代码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六 机构类型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 机关 40 社会团体 90 其他组织机构

101 301 市县水利局派出的乡镇水利站 507 其他水利设施管理单位 621 自来水生产配送单位
201 302 乡镇府内部的乡镇水利站 601 水利勘测设计等技术咨询单位 623 污水处理单位
202 400 水利建设项目法人单位 602 水利工程供水单位 624 水务投资公司
203 水土保持单位 501 水库枢纽管理单位 603 水利(水电)投资单位 631 水利水电施工企业
204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单位 502 灌区管理单位 604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单位 700 水利社会团体
205 水政监察单位 503 河道堤防管理单位 605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 800 其他水利组织
206 水利建设管理单位 504 水闸管理单位 606 滩涂围垦管理单位
207 505 泵站管理单位 607 其他水利经营单位
208 506 引调水管理单位 613 水电生产单位

八 隶属关系

10 中央 20省(自治区、直辖市) 10 松花江流域 60 珠江流域 83 山东半岛沿海诸河流域
40 地(区、市、州、盟) 20 海河流域 70 太湖流域 84 西南诸河流域
50 县(区、市、旗) 30 黄河流域 80 辽河流域 85 西北诸河流域
61 街道 62 镇 40 淮河流域 81 东北沿海诸河及国际河流域 87 其他流域
63 乡 90 其他 82 华南沿海诸河流域 89 东南诸河流域

内资

十三 会计核算形式 十四 财务归属法人单位情况（限非独立核算的单位填写）

1 独立核算 2 非独立核算 财务归属法人单位名称

财务归属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3 企业会计制度 4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9其他

年 月

人 元
人 元

水利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   年服01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201    年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一 组织机构代码：

二 法人单位名称：

三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四 单位所在地及行政区划

邮政编码

分机号
传真号码

1 规划设计

12 土地围垦与滩涂开发

1 水行政管理及服务

行业代码十 主要服务或产出形式(可选1～3项)

5 农业灌溉服务 9  水土保持服务 13 水电生产与配送
2 水利设施运营与管理 6 除涝服务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90 其他 330 外资企业

110 国有 160 股份有限公司 230 港澳台商独资

1 单位从业人员总数 2 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

*上述未包括资质

4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310 中外合资经营

6 水资源论证

五 联系方式 区号
电话号码 通信地址

七 单位类型
政府水行政管理单位
流域管理机构
水文事业单位

水利规划设计咨询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九 所属流域

50 长江流域(不含太湖流域)

14 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
3 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 7 河湖治理与防洪服务 11 水利技术与管理咨询 15 污水处理与排放服务

10 水文预报水质监测

16 其他水事服务

十一 登记注册类型 十二 水利行业资质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20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专业 等级 等级分类

4 水利工程供水 8 水环境保护与治理

1 甲级
130 股份合作 172 私营合伙 外商投资 3 工程技术咨询 2 乙级
120 集体 171 私营独资 240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 建设监理

3 丙级
142 集体联营 320 中外合作经营 5 蓄水安全鉴定
141 国有联营

149 其他联营 34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请说明
151 国有独资公司 210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8 其他 (        )

港澳台商投资 7 水保监测

其中：在岗职工人数 其中：在岗职工劳动报酬总额

十五 执行会计制度类别 1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2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限独立核算的单位填写，根据选填的会计制度填写后续相应的财务状况报表)

十六 开业(成立)时间

十七 职工及工资情况

（选填独立核算的单位填写第十五项指标，选填非独立核
算的单位填写第十四项指标)



表    号   年服02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乙 丙 1

   1.资产合计 元 P01 P01≥P02

   #固定资产原值(原价） 元 P02 P01=P03+P04

   2.负债合计 元 P03

   3.净资产合计 元 P04

   4.本年收入合计 元 P05 P05=P06+P07+P08

拔入经费 元 P06

预算外资金收入 元 P07

其他收入 元 P08

   5.本年支出合计 元 P09 P9≥P11+P12+P17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元 P10

# 工资福利支出 元 P11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元 P12 P12≥P13+P14+…+P16

  #助学金 元 P13

  抚恤和生活补助 元 P14

  救济费 元 P15

  退职（役）费 元 P16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元 P17 P17≥P18+P19+...+P23

  # 福利费 元 P18

  劳务费 元 P19

  取暖费（降温费） 元 P20

  差旅费 元 P21

  出国费 元 P22

  工会经费 元 P23

   7.收支结余 元 P2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水利行政单位财务状况

201    年

甲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值 说明



表    号   年服03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代码 数值 计量单位 代码 数值

丙 1 乙 丙 1

1.资产合计 Q01 5.本年支出合计 元 Q16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净值) Q02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元 Q17

另：固定资产原值 Q03  工资福利支出 元 Q18

    累计折旧 Q04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元 Q19

      #本年折旧 Q05 # 助学金 元 Q20

2.负债合计 Q06  抚恤和生活补助 元 Q21

3.净资产合计 Q07  救济费 元 Q22

4.本年收入合计 Q08  退职（役）费 元 Q23

 财政补助收入 Q09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元 Q24

 上级补助收入 Q10  # 福利费 元 Q25

 附属单位缴款 Q11  劳务费 元 Q26

 事业收入 Q12  取暖费（降温费） 元 Q27

 拨入专款 Q13  差旅费 元 Q28

 经营收入 Q14  出国费 元 Q29

 其他收入 Q15  工会经费 元 Q30

 销售税金及附加 元 Q31

审核关系:  经营支出 元 Q32

Q01≥Q02;Q01≥Q03;Q03≥Q04;Q04≥Q05;  工资福利支出 元 Q33

Q01＝Q06+Q07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元 Q34

Q08＝Q09+Q10+…+Q15 # 助学金 元 Q35

Q16>=Q17+Q32  抚恤和生活补助 元 Q36

Q17>＝Q18+Q19+Q24+Q31  救济费 元 Q37

Q19>＝Q20+Q21+Q22+Q23  退职（役）费 元 Q38

Q24>＝Q25+Q26+Q27+Q28+Q29+Q30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元 Q39

Q32>＝Q33+Q34+Q39+Q46  # 福利费 元 Q40

Q34>＝Q35+Q36+Q37+Q38  劳务费 元 Q41

Q39>＝Q40+Q41+Q42+Q43+Q44+Q45  取暖费（降温费） 元 Q42

 差旅费 元 Q43

 出国费 元 Q44

 工会经费 元 Q45

 销售税金及附加 元 Q46

6.收支结余 元 Q4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凡有供水活动的需填05表

指标名称

水利事业单位财务状况

201   年

元

甲

元

元

计量单位指标名称

元

甲

元

元

元

元

乙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表    号   年服04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代码 数值 计量单位 代码 数值

丙 1 乙 丙 1

 1.资产合计 S01 5.营业收入 元 S09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净值) S02 主营业务收入 元 S10

 另：固定资产原值（原价） S03 6.营业成本 元 S11

    累计折旧 S04 7.营业税金及附加 元 S12

#本年折旧 S05 8.销售(营业)费用 元 S13

 2.负债合计 S06 9.管理费用 元 S14

 3.所有者权益 S07 #税金 元 S15

 实收资本(或股本) S08 差旅费 元 S16

工会经费 元 S17

审核关系: 10.财务费用 元 S18

S01≥S02;S01≥S03;S03≥S04;S04≥S05; 利息支出 元 S19

S01＝S06+S07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S20

S09>＝S10 12.营业利润 元 S21

S14>=S15+S16+S17 13.投资收益 元 S22

S25＝S21+S22+S23-S24 14.营业外收入 元 S23

S27＝S25-S26 15.营业外支出 元 S24

16.利润总额 元 S25

17.应交所得税 元 S26

18.净利润 元 S27

另：本年职工薪酬总额 元 S2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凡有供水活动的需填05表

元

元

水利企业单位财务状况

201　　年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指标名称 指标名称

甲 甲

计量单位

乙



表    号  年服05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一、水利单位取水总量 R1
1.地表水 R2

河流 R3
水库 R4
湖泊 R5

2.地下水 R6
浅层地下水 R7
深层承压水 R8
微咸水 R9

3.污水处理回用 R10
4.集雨工程雨水利用 R11
5.海水淡化 R12
6.海水直接利用量 R13

7.来自于其他水利工程单位的供水 R14

毛供水量 计费水量 按政策应收 按合同应收
二、水利单位供水总量 R15
(一)向产业经济活动供水量 R16

R17
# R18

R19
R20
R21
R22

(1)采矿业 R23
(2)制造业 R24
# 农副食品加工及食品、饮料制造业 R25

纺织业 R26
造纸及纸制品业 R2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R2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R29
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R30

(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R31
# 水力发电 R32

火力发电 R33
  火力发电(循环式) R34
  火力发电(直流式) R35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 R36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R37

(4)建筑业 R38
R38

# 水利管理业(指向其它水利工程单位供水) R39
环境管理业 R40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R41
公共设施管理 R42
  #城市绿化管理 R43

(二)向居民生活供水量 R44
1.城镇住户生活用水 R45
2.农村住户生活用水 R46

(三)用于河湖湿地等自然环境保护的生态补水量 R47
(四)其他供水量 R4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水利单位取供水情况

201    年

取水量(按来源分) 代码
全年取水量
(万立方米)

应付取水费用
(元)

应付水资
源费(元)

供水量(按去向分) 代码
全年供水量
(万立方米)

应收水费
(元) 实收水费

(元)

1.第一产业
农业
林业

填报说明：代码17至36的产业划分需依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审核关系：(R1)=(R2)+(R6)+(R10)+(R11)+…+(R14),(R6)=(R7)+(R8)+(R9),(R2)=(R3)+(R4)+(R5),
(R15)=(R16)+(R44)+(R47)+(R48)，
(R16)=(R17)+(R22)+(R38),(R17)>=(R18)+(R19)+(R20)+(R21),(R22)=(R23)+(R24)+(R31)+(R37),
(R24)>=(R25)+(R26)+(R27)+(R28)+(R29)+(R30),(R31)>=(R32)+(R33)+(R36),(R38>=(R39)+(R40)+(R42)，
(R44)=(R45)+(R46)

牧业
渔业

2.第二产业

3.第三产业



年服06表

水利部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国家统计局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2012年03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K1

一、 主要工程设施和设备 K2

1.已建工程 K3

1.1 水库工程 K4

1.2 闸坝工程 K5

1.3 堤防等防洪工程 K6

1.4 引(调)水工程 K7

1.5 泵站工程 K8

1.6 地下取水工程 K9

1.7 灌区工程 K10

1.8 水电工程 K11

1.9 水土保持工程 K12

1.10 水文及生态环境监测站网 K13

1.11 自来水处理设施 K14

1.12 供水管网工程 K15

1.13 排水设施 K16

1.14 污水处理设施 K17

1.15 水利科研设施 K18

1.16 其它水工设施 K19

2.在建工程 K20

2.1 新建工程 K21

2.2 改(扩)建工程 K22

2.3 更新改造和除险加固工程 K23

2.4 其它项目 K24

二、 办公用房及其它建筑物 K25

三、 设备及传导设施 K26

四、 设施周边土地及防护林木等资产 K27

五、 其它固定资产项目 K2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累计资金投入指自新中国以来，该工程初始建设投资和历次更新改造维护投资，均指有档案可查的累计资金投入

2.保留两位小数。

审核关系： 3＝4＋6 11=8+9-10 K1=K2+K25+K26+K27+K28

4>＝5 K2=K3+K20 K3=K4+K5+…+K19

6>=7 K20=K21+K22+K23+K24

水利单位固定资产情况    表    号

   制表机关

   批准文号

   备案机关

201   年    备案文号

   有效截止期 

水利资产类型 代码

固定资产投资(元) 固定资产原值(元)

累计资
金投入

政府
投资

单位自
筹及其
他

年初固
定资产
原值

本年
新增

本年减少
年末固定
资产原值

#中央
投资

#贷款

1

总  计



表    号   年服13表

制表机关   水利部

批准文号   办规计函[2011]898号

法人单位名称： 备案机关   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   国统办函[2009]30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截止期 2012年03月

乙 丙 1

元 X01

元 X02 X02>=X03+X04+X05+X06

元 X03

元 X04

元 X05

元 X06

元 X07 X07>=X08+X13

元 X08 X08>=X09+X10+X11+X12

 元 X09

元 X10

元 X11

元 X12

元 X13 X13>=X14+X15+X16+X17

元 X14

元 X15

元 X16

元 X17

元 X1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时间：201　年　　月　　日　

社团财务状况

201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值 说明

甲

1.固定资产原价

2.本年收入合计

#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3.本年费用合计

#业务活动成本

#人员费用

日常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税费

管理费用

4.净资产变动额

#人员费用

日常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税费



主题词∶水利 统计 报表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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