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原富平县果业管理局)

一、部门主要职责

富平县果业管理局于 1996 年批准成立的正科级建制，为县政

府直属的全额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为农业局二级下属单位、（岗位）

设置情况:下设办公室、综合信息股、果业生产股、项目股及下属

“富平县果树研究推广中心”。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单位

编制 15 人，实有人员 53 人，单位人员在职 43 人，退休 10 人。

根据县委县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 2019 年拟划转至富平

县农业农村局，属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并更名为“富平县果

业发展中心”，原“富平县果树研究推广中心”整合至新成立“富

平县查业发展中心”，相关内设机构随之调整。

部门主要职责：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果业发展方针、

政策和法规。拟定全县果业产业化规划及年度计划。

2、合理配置资源，指导果业结构调整。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新优品种、开发新优品种资源，提升果品档次。

3、负责全县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管理工作。

4、负责全县果业产业化组织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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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扶持行业协会，合作联社和果业龙头企业等中介服务组织

及相关企业，营造市场化体系，推进服务体系网络化。并抓好果业

环境治理建设。

6、组织协调果品生产、加工、贮藏、销售等各环节的管理服

务工作。招商引资果业产业化的重大龙头项目。

7、负责实施优果工程及果品标准化生产，扶持龙头企业、开

展促销活动。

8、负责全县境内果树种苗管理工作。

9、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19 年主要工作任务

1、新建园工作成效显著。继续按照“因地制宜、规模栽植，

品种新优”的发展思路，组织技术员分片包抓，深入各镇办，从苗

木选择、定植及栽后管理各个环节进行全程技术指导，并对全县符

合建园补贴的苹果园、樱桃园和葡萄园进行实地勘察验收，上报产

业办，确保新建农户享受补贴政策。

2、创建国家柿子产业示范县工作有序推进。

一是继续扩大基地规模。为果农提供免费柿子苗木，今年新建

柿子园 2 万余亩。二是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在庄里试验区、曹村镇

大福合作社建立了柿子产业技术培训室，围绕柿子建园、柿炭疽病

综合防治、柿介壳虫综合防治、柿树全营养平衡施肥、柿树整形修

剪、富平柿饼加工技术等，先后在宫里镇、庄里镇、齐村镇、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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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等举办技术培训会 8 场次，培训柿农 2000 余人次。给柿农发放

《富平尖柿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书籍 5000 余册。三是加强果园标

准化管理。抓好曹村、庄里万亩柿子示范基地建设。在示范基地全

面推行生态果园标准化建设，实行水肥一体化、灯、板、带、诱芯

等生物物理防控，安装诱虫灯 692 盏，发放竹竿 120 万根、地布

447 万平方米，大幅度减少新建园风害、草害，起到蓄水保墒作用，

实施面积 24000 亩；指导陕西沐梵农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标准化柿

子建园，完成柿子栽植、嫁接 400 余亩，初步形成规模，起到了示

范带动作用。四是实施“柿子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项目。为了明

确龟蜡蚧药物防治临界指标，在曹村镇太白村、支家村设立两个观

察点，每点观察 30 多株柿树，并设对照。记录积累数据，年底进

行分析总结。春季在东华街办、城关街办、庄里镇南午村、王庄村，

曹村镇支家村、马家坡村等地设置柿子全营养平衡施肥试验点十

个，推广应用柿园全营养平衡施肥技术。初步观察发现，树势明显

比对照树生长健壮、抗病能力强、叶片肥大，果实发育良好。五是

成立了富平尖柿产业协会。协会致力于富平尖柿标准化生产、品牌

推广、市场开拓，实现从分散种植到规模化生产、从单一加

工到综合性贸易、从传统农业到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三个

转变，推动富平尖柿产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富平尖柿产

业。六是加强柿饼安全生产指导。指导柿农建立纱网棚帐、

加工缓冲区、机械通风等，规范柿饼生产工艺，改善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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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环境。今年新增 SC 认证柿饼加工企业 22 家。七是加大富

平尖柿、富平柿饼宣传力度。申报富平柿饼区域公用品牌，已

上报材料，等待审批。参加了杨凌农高会；成功举办了 2019

国际柿产业论坛暨富平尖柿节；自主举办了富平果品上海

推介会，极大地提高了富平尖柿知名度，拓宽了富平柿饼的销

售渠道。

3、多措并举开展技术培训。召开全县春季果园管理培训会，

邀请陕西省农业厅园艺首席科学家、研究员郭晓成，西安市土肥站

站长、研究员王虎就春季果园管理技术、果园土肥管理技术等方面，

对全县果业合作社社员、果农大户 100 余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培

训；与渭南市果业管理局联合举办了葡萄培训会，邀请北京农学院

晁无忌教授讲授葡萄现代栽培技术，全县葡萄种植大户及专业技术

人员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安排 10 名技术骨干，分片包联果区镇

（办）的果园进行冬春季管理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工作，助力部分

贫困村和贫困户产业脱贫；组织果农前往淡村中哈人民苹果友谊园

观摩学习。截止目前，共开展各类技术培训 100 场次，培训果农

7000 余人次。

4、做好产业扶贫工作。及时更新扶贫包联王庄村 66 户贫困户

资料信息，定期围绕该村主导产业花椒和柿子，开展技术培训和技

术指导工作，共开展技术培训 16 场次，参训果农 800 人次；整合

资金 50 万元，整修了村级道路，修缮贫困户房屋 7 户；安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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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深入梅家坪镇 10 个贫困村、庄里镇 3 个贫困村进行苹果、柿子、

花椒等春管技术服务，已完成 15 轮次培训，发放技术资料 2000 余

份；通过项目实施带动 50 名贫困户就业，培训贫困户 200 人以上。

5、项目工作进展顺利。争取到中省市级果业专项资金累计 610

万元，其中 510 万元已整合到位。投资专项资金 400 万元建设新品

种示范园 2000 亩，综合改造提升老果园地布防草 2000 亩，配套果

园机械等，目前已完成 2000 亩优质苹果品种苗木栽植；完成了 50

亩苗木复壮基地建设；“柿子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项目。

6、加强富平果品宣传推介力度。积极参加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举办的 2019 年中国果业质量品牌宣传推广品鉴活动，对“富平苹

果”品牌的历史、管理、宣传情况、产品规模、产量销售等情况进

行了摸底调查，材料已按要求上报果品流通协会，等待评审；组织

参加了省果业局组织的 2019 陕西苹果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宣传

推介活动、2019 渭南葡萄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果品产销对接会、

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举办的渭南农产品推介对接活动及第十

二界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扩大富平果品知名度、

美誉度。

7、搭建交流平台，加强对外合作。随渭南市果业经贸代表团

出访塔吉克斯坦开展果业种植、果苗贸易及友城交往活动，与塔吉

克斯坦华人联合会签订万亩苹果园建设协议；和丹加拉市政府签订

苹果示范园建设项目；和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阿拉梅金区建设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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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落实田园牧业集团吉尔吉斯斯坦渭南海外果业示范推广基

地事宜。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原富平县果业管理局）设事业单位 1 个，

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0 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1 个、经

费自理事业单位 0 个。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 1

个，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原富平县果业管理局）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9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5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

事业编制 15 人；实有人员 53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43 人。单

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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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

2019 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

六、部门决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预算中未编制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和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目标，已公开空表；

七、2019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收入 474.77 万元，较上年 922.74 万元下降 48.5%，其

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支出 474.77 万元，较上年

922.74 万元下降 48.5%，其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

1、收入总计 474.77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74.77 万元，为县级财政当

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较上年 922.74 万元下降 48.5%，

其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

（2）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

（3）事业收入 0 万元。

（4）经营收入 0 万元。

（5）其他收入 0 元。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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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年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2、支出总计 474.77 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352.57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13.68

万元，较上年支出 245.92 万元增加 78.17 万元，增长 31.78%，变

化原因为人员增加，业务量增多。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4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8.48 万元，较上年支出 41.82 万元减少

13.34 万元，下降 31.9%，变化原因为据文件要求，压缩开支。

（2）项目支出 122.2 万元，主要是果业发展项目，在基本支

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其中包括 2019 年整合扶贫项目 98.2 万元；果

业发展项目 24 万元，较上年支出 635 万元减少 512.8 万元，增长

80.75%，变化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

（3）经营支出 0 万元。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

（5）结余分配 0 万元。

（6）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474.77 万元，较上年下降 48.5%，其

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支出 474.77 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 352.57 万元，项目支出 122.2 万元，较上年下降 48.5%，

其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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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74.77 万元，较上年

减少 447.97 万元，降幅 48.5%，其主要原因是省市项目扶持力度

下降。

2、支出按功能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74.77 万元，其中：

（1）2130104 事业运行支出 212.4 万元；

（2）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支出 98.2 万元；

（3）21301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0.32 万元；

（4）21399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63.9 万元。

3、支出按经济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决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74.77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324.09 万元。较上年增长 78.17 万元，增幅 31.79%，

原因是机构改革，人员增多。其中：基本工资 145.92 万元，津贴

补贴 32 万元，绩效工资 77.93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39.09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8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 10.94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36 万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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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 28.4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3.34 万元，降幅 31.9%，

变化原因为据文件要求，压缩开支。其中：办公费 1.1 万元，印刷

费 0.5 万元，手续费 0.08 万元，水费 0.35 万元，邮电费 0.9 万元，

差旅费 1.5 万元，因公出国 2.6 万元，维护费 0.1 万元，培训费 0

万元，会议费 13 万元，公务接待费 1.6 万元，劳务费 0.3 万元，

工会经费 1.3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 万元，其他交通费

0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3 万元。

（2）按照部门决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474.7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313.68 万元，较上年增长 78.17 万元，

增长 31.78%，变化原因为人员增加，业务量增多；

商品服务支出（302）28.48 万元，较上年支出 41.82 万元减

少 13.34 万元，下降 31.9%，变化原因为据文件要求，压缩开支；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0.4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41

万元，增幅 100%，原因是此项支出为 2019 年取暖费；

（四）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情况，并已公开空

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支出情况。

（六）部门“三公”经费、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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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7.05

万元，较上年 4.72 万元增长 49.36%，其主要原因是本年新增因公

出国费用，较预算一致；其中，因公出国（境）团组及支出，较预

算一致；保有车辆 1 台，购置车辆 0 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

万元，较预算 2.85 万元一致。公务接待 16 批次、198 人，支出 1.6

万元，较预算 1.6 万元一致。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

2019 年度因公出国实际支出 2.6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其

主要原因：应塔吉克斯坦单加拉自由经济政府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

州阿拉梅金区区政府邀请进行县域经济、优势产业、重点企业推介，

为各县实现“走出去，请进来”搭建平台出国访问，2019 年新增

因公出国费用 2.6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9 年度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

2019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2.85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5%。

主要用于主要用于扶贫下乡、业务培训及出差出行。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9 年度公务接待 16 批次，198 人次，支出 1.6 万元（如没

有支出填 0），较去年同比下降 7%，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

2、培训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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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部门培训费支出 0 万元。

3、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9年度会议费支出13万元，较去年27.87同比下降53.35%，

主要原因是推介会场次减少。

（七）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9 年本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原富平县果业管理局）

的机关运行经费 28.48 万元，较上年 41.82 万元同期下降

31.9%，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其中：办公费 10000.00 元，印

刷费 3000.00 元，咨询费 0.00 元，手续费 500.00 元，水费

2000.00 元，电费 0.00 元，邮电费 5000.00 元，取暖费 0.00

元，物业管理费 0.00 元，差旅费 5000.00 元，因公出国(境)

费 0.00 元，维修（护）费 0.00 元，租赁费 0.00 元，会议费

5000.00 元，培训费 2000.00 元，公务接待费 16000.00 元，

专用材料费 0.00 元，被装购置费 0.00 元，专用材料费 0.00

元，劳务费2000.00元，委托业务费0.00元，工会经费30000.00

元，福利费 0.0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200.00 元，其他

交通费用 0.00 元，税金及附加费用 0.00 元，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 5000.00 元。

（八）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 年，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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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5、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6、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

的收入。

7、其他收入：是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8、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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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事业单位以前各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

弥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9、上年结转和结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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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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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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2019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

1、2019 年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2、2019 年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3、2019 年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4、2019 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2019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

能分类科目）。

6、2019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

济分类科目）。

7、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

功能分类科目）。

8、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

经济分类科目）。

9、2019 年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10、2019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明细表。

11、2019 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

12、2019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

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13、2019 年部门决算专项业务经费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14、2019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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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9 年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2020 年 9 月 3 日



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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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01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决算数

  1、财政拨款 474.7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352.57

    其中：政府性基金拨款 二、外交支出     人员经费 324.09

  2、上级补助收入 三、国防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28.84

  3、事业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二、项目支出 122.20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五、教育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4、经营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四、经营支出

  7、其他收入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经济分类支出合计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经济分类支出合计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一、工资福利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四、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五、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六、资本性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八、对企业补助

二十二、其他支出 九、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二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十、其他支出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474.77 本年支出合计 474.7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

收入总计 474.77 支出总计 474.7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02表

编制部门：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
金拨款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其中：教育

收费

** ** 1 2 3 4 5 6 7 8

合计 474.77 474.77

401010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474.77 474.7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03表

编制部门：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 ** 1 2 3 4 5 6

合计 474.77 352.57 122.20

401010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474.77 352.57 122.2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04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决算数 支出功能分科目（按大类） 决算数 支出经济科目（按大类） 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74.77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352.5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人员经费 324.09

三、国防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28.48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二、项目支出 122.20

五、教育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经济分类支出合计 474.77

十二、农林水支出 474.77 一、工资福利支出 313.68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8.48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41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四、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五、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六、资本性支出 122.20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八、对企业补助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九、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十、其他支出

二十二、其他支出

二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474.77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总计 474.77 支出总计 474.77 支出总计 474.7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05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474.77 352.57 122.2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0.00 54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540.00 540.00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540.00 540.00

213 农林水支出 474.72 352.52 122.20

21301 农业 310.82 212.62 98.20

2130104   事业运行 212.30 212.30

21301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98.20 98.20

2130199   其他农业支出 0.32 0.32

213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63.90 139.90 24.00

21399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63.90 139.90 24.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06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474.77 352.57 122.2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24.09 324.09

  30101 基本工资 145.92 145.92

  30102 津贴补贴 32.00 32.00

绩效工资 77.93 77.93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 39.09 39.09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80 7.8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94 10.9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36 10.36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05 0.0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48 28.48

  30201 办公费 1.10 1.10

  30202 印刷费 0.50 0.50

手续费 0.08 0.08

水费 0.35 0.35

邮电费 0.90 0.90

差旅费 1.50 1.50

因公出国 2.60 2.60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06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

** ** 1 2 3 **

维护费 0.10 0.10

会议费 13.00 13.00

公务接待费 1.60 1.60

劳务费 0.30 0.30

工会经费 1.30 1.3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 2.8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30 2.30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22.20 122.20

  31002 基础设施建设 98.20 98.20 2019整合扶贫项目

  31003 基础设施建设 24.00 24.00 果业发展项目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07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352.57 324.09 28.4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05 0.0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0.05 0.05

20805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05 0.05

213 农林水支出 352.52 324.04 28.48

21301 农业 212.62 212.62

2130104   事业运行 212.30 212.30

2130199   其他农业支出 0.32 0.32

213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39.90 111.42 28.48

21399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139.90 111.42 28.48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08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352.57 324.09 28.4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24.09 324.09

  30101 基本工资 145.92 145.92

  30102 津贴补贴 32.00 32.00

绩效工资 77.93 77.93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 39.09 39.09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7.80 7.8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94 10.9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36 10.36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 0.05 0.05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48 28.48

  30201 办公费 1.10 1.10

  30202 印刷费 0.50 0.50

手续费 0.08 0.08

水费 0.35 0.35

邮电费 0.90 0.90

差旅费 1.50 1.50

因公出国 2.60 2.60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08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编码 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维护费 0.10 0.10

会议费 13.00 13.00

公务接待费 1.60 1.60

劳务费 0.30 0.30

工会经费 1.30 1.3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 2.8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30 2.3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09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决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基本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人员经费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四、节能环保支出 二、项目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六、农林水支出

七、交通运输支出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经济分类支出合计

九、金融支出 一、工资福利支出

十、其他支出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十一、转移性支出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四、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五、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六、资本性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八、对企业补助

九、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明细表
10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 ** **

合计 122.20

401010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98.20 2019整合扶贫项目

401010 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24.00 果业发展项目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

11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小计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

额

栏次 1 3 4

合      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12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18年 2019年 增减变化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小计

因公出

国

（境）
费用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合计 小计

因公出

国

（境）
费用

公务接

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

合计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

用

公务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10-1 20=11-2 21=12-3 22=13-4 23=14-5 24=15-6 25=16-7 26=17-8 27=18-9

401010

富平县果

业发展中
心

4.72 4.72 1.72 3.00 3.00 27.87 7.05 7.05 2.60 1.60 2.85 2.85 13 2.33 2.33 2.60 -0.12 -0.15 -0.15 -14.8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的实际支出。



2019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13表

专项（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部门

资金金额（万元）

分类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年初设定年度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说明



2019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编制部门： 14表

部门（单位）名称

年度主
要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

金额合计

年度总
体目标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说明



2019年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编制部门：富平县果业发展中心 15表

专项（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资金金额（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

………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