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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我院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农作物种苗培育、农业新技术引

进与多学科配套研究。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农业科技方针、政策，根据省、市

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开展农业科技的应用研究。 

（二）承担国家、省、市的科技项目的研究；组织协调各项

目种苗选育、示范推广、新技术引进的实施。 

（三）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及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工作。 

（四）配合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开展工作。 

（五）承办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我院包括 5个行政处室及 7个研究

所，其中：列入 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

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财政全额核拨 105 92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18年，我院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一抓手、脱贫攻坚这一大局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一主线，面向全市农业产业发展，扎实推进科研创新、党的

建设、人才队伍、科技服务等工作。围绕上述任务，重点完成

了以下工作： 

（一）强化创新引领，推动成果转化。 

2018 年，我院新增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17 项，到位项目经

费近 1900 万元。结题验收项目 9 个，8 个项目通过现场测产验

收。审（认）定新品种、品种登记 5 项，国家专利局授权专利

5 项，通过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 5 项，发表论文 9 篇，

其中 SCI 论文 2 篇。《华重楼栽培技术规范》被福建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批准为福建省地方标准，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正式实

施。在第二十届海峡两岸花博会暨第七届中国（福建）花王赛

上选送的红掌与非洲菊，获得 2金 1 银 3 铜的佳绩。 

（二）强化平台引领，提升创新能力。 

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我院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平台，提

升科研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完成了三明市水稻品种研发品质

检测平台、三明市植物成分检测与提取公共服务平台、农创科

技示范厅、食用菌研发基地建设，以及 5、6、7 号、非洲菊大

棚的修缮工程。仍在建设中的，福建省三明市国家抗稻瘟病水

稻育种创新（科研）基地建设项目实验仪器验收于 8 月份完成

验收，已投入使用，田间工程的附属工程于11月份完成招标。



福建省水稻遗传改良与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确定了项

目初步设计方案，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租赁合同，完成了

项目田间工程第一期进度工作。除此，三明市农科院院士专家

工作站（蔬菜）获得院士专家工作站认证证书。 

（三）强化服务引领，助力脱贫攻坚。 

过去一年，我院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实施科

技特派、专业技术培训、信息咨询“三个全覆盖”服务工程，

积极探索科技服务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途径、新方法，将科技成

果有效导入农村。科技特派员到大田县、宁化县、永安市、南

平市政和县及宁德市等农业企业进行现场服务指导，与永安市

安砂镇政府共同在省级贫困村水南村设立三明市农科院专家工

作服务点，在安砂镇建立农作物新品种试种示范基地，展示甘

薯、淮山、“山药套种玉米技术”等新品种、新技术30多项，

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300余亩，受益农户 47户，指导合作

社建立示范基地，产值 30余万元，与永安市专业合作社共同申

报省引导性项目和省星火项目，与清流景红花卉有限公司、沙

县富口盖竹村等结成科技特派员帮扶关系。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1、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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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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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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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我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 2,665.80 万元，本年收入

3,286.52万元，本年支出 3,169.25 万元，事业基金弥补收支

差额 0.00万元，结余分配 0.0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783.06万元。 

（一）2018年收入 3,286.52 万元，比 2017年决算数减少

139.66 万元，下降-4％，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 2,976.39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 0.00万

元。 

2.事业收入 310.13 万元。 

3.经营收入 0.00万元。 

4.上级补助收入 0.00万元。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万元。 

6.其他收入 0.00万元。 

（二）2018年支出 3,169.25 万元，比 2017年决算数增加

845.95 万元，增长 36％，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1,365.62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1,291.53 万

元，公用支出 74.09 万元。 

2.项目支出 1,803.63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 0.00万元。 

4.经营支出 0.00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058.06 万元，比上年决

算数增加 882.15万元，增长 40%，具体情况如下(按项级科目

分类统计)： 

（一）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级科目）1.42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42万元，增长 0%（上年决算数为 0）。主要原

因是新增第五批市派驻村干部专项补助经费支出。 

（二）自然科学基金（项级科目）4 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

平，无增减。 

（三）社会公益研究（项级科目）1343.21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254.15 万元，增长 23%。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增加

201.74 万元，项目支出增加 52.41 万元。 



（四）技术创新服务体系（项级科目）12.78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12.78 万元，增长 0%（上年决算数 0）。主要原

因是新增“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项目支出。 

（五）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级科目）24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减少 56 万元，下降 70%。主要原因是项目变化，资金来源

减少，导致支出相应减少。 

（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级科目）

134.36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14.53万元，增长 12%。主要

原因是人员的增加及随工资增长缴费基数的变动。 

（七）事业单位医疗（项级科目）53.75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增加 5.82万元，增长 12%，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增加及随工

资增长缴费基数的变动。 

（八）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级科目）438.73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125.46 万元，增长 40%，主要原因是上年项目

结转 388.73 万元在本年支出。 

（九）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项级科目）40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40 万元，增长 0%（上年决算数 0）。主要原

因是新增 2018年市区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 

（十）其他农业支出（项级科目）300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增加 300万元，增长 0%（上年决算数 0）。主要原因是上年

度结转的“2017年种养业良种工程中央基建投资”项目资金

285 万元在本年度开支。 



（十一）中小企业发展专项（项级科目）705.81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355.81 万元，增长 101%，主要原因是上年结

转的“双创”项目 705.81万元在本年度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8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

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56.22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1,288.7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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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

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采暖补贴、物业服

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 67.4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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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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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本性支

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3.42万元，

同比下降 2%。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保持

一致，无增减。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2.21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 0.00万元，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 0辆。公务用车运

行费 12.21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

支出，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4辆。与 2017年相比，公务用车

购置费和运行费分别增长 0%和 9%，主要是:由于闽 G857KA小

轿车购置时间为 2009 年 2月，累计行驶里程 26.2万公里，车

辆使用年限较长，油量损耗和维修费增加。 

  （三）公务接待费 1.21 万元。主要用于科研业务往来、

交流学习等方面的接待活动，累计接待 10批次、接待总人数

126。与 2017年相比, 公务接待费支出下降 37.62%，主要是:

由于接待人数减少，严格控制接待费的支出。 

六、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共对 2018 年 4 个项目实施绩效

监控，分别是 2个课题研究经费、水稻海南繁育经费、购置办

公设备、农科教，涉及财政拨款资金 85.1万元。 



共对 2018 年 1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为农科教项目，涉

及财政拨款资金 50 万元。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农科教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农

科教项目自评得分为 95分，自评等次为优秀。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 100 万元，执行数为 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50%。主要产出

和效果：引进或培养人才 3人，成果对接企业、经济及合作

社、家庭农场 21个，科技平台服务人次 111人次，新品种抗

病性和优质性提高 5%。发现的主要问题：成果对接的高层次企

业比例较小；成果对接的家庭农场占比较小；成果对接的合作

社占比较大。下一步改进措施：提高成果对接的高层次企业的

比例；提高成果对接的家庭农场的占比；减小成果对接的合作

社占比。 

 

                                                             

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权重 自评得分 

投入 

项目立项情况 

绩效目标合理性 

①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②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一项不符合扣一分，严重的此项完

全不得分。 

5.0 5.0 

绩效指标明确性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

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一项不符合扣 2 分，扣完为

止。 

5.0 5.0 

绩效指标完成率 
①目标完成率 E=目标实际完成数/期初目标编制数，本指标得分为

指标权重×E。 
5.0 5.0 

资金落实 

成本控制率 

成本控制率 A=截至年末累计支出数/项目概算或当年预算数。A≦

100%得满分；100%﹤A≦105%时，得分为此项指标满分值-100×

（A-100%）（如：A=102.8%，此项指标权重 4 分，则得分为 4-

2.8=1.2 分），A＞105%时不得分。 

5.0 5.0 

资金到位率 

①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资金到

位率大于 90%的得满分，每少 5 个百分点扣 1 分，扣完为止。实际

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项目实施

单位的资金总额。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计划投入到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总额。 

5.0 0 

资金使用率 

①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资金使

用率大于 95%的得满分，每少 5 个百分点扣 1 分，扣完为止。实际

使用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施单位实际使

用的资金总额。 

5.0 5.0 

过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

合法、合规、完整。一项不符合扣一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5.0 5.0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严格按管理制度执行得满分，每违反一条管理制度扣 1 分，扣完

为止。 
5.0 5.0 

项目质量可控性 

①是否具有或制定了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②是否采取了

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一项不符合扣 2.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

不得分。 

5.0 5.0 

资金使用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

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一项不符合扣 2 分，严重的此

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①是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

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无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此项不得分。

有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但有 1 处不符合要求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5.0 5.0 

项目资金安全性 

①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②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等情况。第一项不符合扣 2 分，第二项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扣 3 分。 

5.0 5.0 

产出与效益 

产出数量 项目完成率 
项目完成率=项目完成数/项目总数*100%；完成率>=90%得 10 分，

否则得 0 分 
10.0 10.0 

产出质量 研究经费投入率 
项目经费投入率=投入项目经费金额/总经费；投入率>=90%得 10

分，否则得 0 分 
10.0 10.0 

经济效益 
提高农户本年度农

产业收入增长率 

农户本年度农产业收入增长率=（本年收入-上年收入）/本年收

入；增长率>=5.6%得 10 分，否则得 0 分 
10.0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率=参评满意人数/参评总人数*100%，服务对象满意

率>80%得满分，否则 0 分 
10.0 10.0 

合计 100 95 



        (三）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 实际支出 结余 

金额 
占预算金额

比例 
金额 

占预算金额

比例 
金额 

占预算金额

比例 

 35.1万 100%   35.1 万 100%  0  0% 

目标完成 

情况 

 通过政府采购完成 6台办公设备的采购，有效提高办公效率。利用该项科研经费补助，

2018年选育出水稻新品种个数 1个，水稻育种效率提高 12%；蔬菜、花卉新品种的抗病性

和优质性显著提高。基本完成目标要求。  

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共35.1万元，其中2个课题研究经费12万元、水稻海南繁育经费20万

元、购置办公设备3.1万元。主要用于电脑采购、科研试验材料费、劳务费、差旅费等支

出，资金支付使用率达到100%，无结余资金，资金管理符合相关规定，资金审批与支付程

序合法合规。 

存在主要 

问题 

 对新品种的配套栽培技术研究不够; 对新品种的香味性状总结不够全面；对新品种的分

子标记工作不够及时。 

相关意见 

建议 

 在注重新品种选育的同时，加强对新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进一步对新品种

的香味性状进行全面总结；及时完成对新品种的分子标记工作。 

 

七、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没有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976.74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868.0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08.70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4辆，其中：部

（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

通信用车 0辆、应急保障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 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辆、其他用车 4辆；单

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1台（套），单价 100 万元

（含）以上专用设备 1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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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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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售房

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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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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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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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

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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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

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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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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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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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市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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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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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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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