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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峡江县农业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农业局是县委县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抓好农业产业

化建设、动物防疫、农业信息服务、农技推广、农业执法、农村

经营管理、沼气生态建设等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2个，包括：农业局本

级和农机局。

本部门 2018 年年末编制人数 288 人，其中行政编制 12 人，

事业编制 276 人；年末实有人数 186 人.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收入总计 8120.18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合

计 8120.18 万元，较上年增加 43.32 %，主要原因是：项目收入

增加。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8120.18 万元，占总

收入 100 %.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总计 7840.18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7840.18 万元，较上年增长 38.29 %，主要原因是：项目收入

增加。年末结转和结余 280 万元，较上年增加 280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猪栏拆迁款未付。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2555.13 万元，占

32.59 %；项目支出 5285.05 万元，占 67.41%.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341.68

万元，决算数为 7840.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34.81 %。其

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5.98 万元，决算数

为 5.9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43.2 万元，决



算数为 349.7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92%，主要原因是：

人员增加。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9.42 万元，

决算数为 89.4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0%。

（四）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20 万元，决算数为 2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0%。

（五）城乡社区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05.6 万元，决算数为

60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0%。

（六）农林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850.93 万元，决算数为

6441.2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348%。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增

加。

（七）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28.12 万元，决算数为

128.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555.13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946.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2.42 万

元，增长 9.7%，主要原因是：其他工资福利增加。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413.2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6.71 万

元，增长 34.8%，主要原因是：公用经费增加。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30.8 万元，较上年减少

221.06 万元，下降 62.82 %，主要原因是：一部分退休人员并



入社保发放工资，另一部分，农业局良种场，繁殖场 23 人的退

休人员工资由财政预算，单位发放退休工资。

（四） 资本性支出 64.51 万元，较上年减少 7 万元，下降

12.17%，主要原因是其他资本性减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109.8 万元，决算数为 107.7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8.11 %，决算数较 2017 年增加 13.34 万元，增长 14.13 %，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增加。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1.8 万元，决算数为

66.4 万元，完成预算的 81.17 %，决算数较上年减少 0.98 万元，

下降 1.45%。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压缩了本

单位的公务接待费用，减少了一些公用开支。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8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16.01 万元，决算数较

上年增加 16.01 万元，增长 100 %。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2018 年因原公车不能使用，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同

意，将原先不能使用的车辆进行了资产处理，并购置了一辆新的

执法执勤车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8 万元，

决算数为 25.3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0.04%，决算数较上年减少



1.69 万元。主要原因是：控制公车运行费用。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462.55 万元（与部门

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较年初预算数增加

67.53 万元，增长 17.1 %，主要原因是：机关运行经费增加。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9.14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49.14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支出 0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3 辆，其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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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

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台（套）。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0个，二级项目 3

个，共涉及资金4679.4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对2018年度征地和拆迁补偿1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605.6万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

项目自评综述：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施，项目建设

达到预期效果，运行良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通过开展

蔬菜水稻等农药化肥等检测，保证人们的食品更全安。畜禽

养殖无害化处理，减少因养殖水源污染。高标准粮田建设，

更有利粮食增产增效。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农林水支出：反映农林水事务支出。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4、行政运行（农业）：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

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5、事业运行（农业）：反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6、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反映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基地建设、质量标准认证等方面的补

助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