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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 单位职责

我中心是隶属州农业农村局下属全额拨款正县级事业单位，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方针政策及国家有关“三农”工作的法律法规，负责全州种植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试验、

示范及推广，对州内各县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进行业务指导，指导全州特色产业培育和经济作物生

产及设施农业技术服务，负责全州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指导全州农业技术服务工作，承担委托检验、

仲裁检验和种子认证工作，承担农作物种子生产田间检验及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工作，负责

全州耕地质量建设及农业节水等工作以及完成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机构设置

我中心机构数 1 个，下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综合科。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中心日常运转工作；承担起草有关综合性的报



告和文件；承办人事、劳资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负责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年度考核、奖惩、专

业技术资格和从业资格管理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承担工、青、妇等群体组织工作；负责离退

休干部工作；负责后勤服务工作；承担单位预决算编报、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等工作。

（二）农业技术推广科。制定全州农业科技推广规划及年度实施计划，指导全州种植业新技术、

新品种、新产品的试验示范推广；承担全州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实施；负责全州农业技术人员培训，

搞好全州农业技术服务指导工作。

（三）农作物良种推广科。负责全州主要农作物原良种生产计划、良繁基地建设、品种布局；

负责农作物品种管理，组织开展全州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审定和推广，开展主要农

作物品抗性鉴定、品质测定和品种审定等工作。搜集品种资源，建立品种资源库、数据库、信息库；

组织开展农作物种子生产田田间检验及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工作。承担有关种子标准的制定

（修订）、标准的试验验证及种子检验新技术的研究。

（四）经济作物推广科。指导全州特色产业培育和经济作物生产，全州蔬菜产业和设施农业技



术指导服务；经济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对州内各县市园艺（经作）站

进行业务指导。负责对全州经济作物生产技术培训。

（五）耕地质量建设科。执行国家和省上有关耕地保养、科学施肥、农业节水、肥料管理等方

面的方针、政策；制定相关技术标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基本农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污

染防治和农业节约用水等工作。负责全州耕地质量建设工作，实施耕地质量、土壤墒情、肥料产品

的检测评价和信息发布。开展土肥水技术示范、推广培训和质量检验及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试验。

承担省耕地质量保护管理站、州农业农村局委托的肥料登记监管与耕地质量管理工作。

经州编办核定编制人员数 148 人，本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补助）开支在职人员 141 人，其

中专业技术岗位 111 人，事业管理岗位 13 人，工勤技能岗位 18 人；核定编制内业务用车 4 辆。



第二部分 2022 年单位预算表格







































第三部分 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预算总体说明

2022 年预算收入 16840414.00 元，比上年预算数 16119927.00 元增长 4.47%，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6840414.00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元，上年结转 0.00 元。预

算支出 16840414.00 元，相应比上年预算数 16119927.00 元增长 4.4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预

算拨付人员经费及养老、医保经费增加。

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安排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55762.00 元，比上年预算数 2219233.00 元增长 6.15%。

卫生健康支出 769907.00 元，比上年预算数 663086.00 元增长 16.11%。

农林水支出 13714745.00 元，比上年预算数 13237608.00 元增长 3.60%。

支出按单位预算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工资福利支出 15017353.00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300157.0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72904.00

元，资本性支出 50000.00 元。

支出按对应的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安排为：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0.00 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元，机关资本性支出（一）0.00 元，对

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6317510.00 元，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50000.0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72904.00 元。

二、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2022 年预算支出 2355762.00 元，

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6.64%。其中：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支出 472904.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4.3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836935.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2.87%。



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45923.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100%。

（二）卫生健康支出（类）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款）2022 年预算支出 769907.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7.47%。其中：

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项）2022 年预算支出 769907.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增长 7.47%。

（三）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2022 年预算支出 13714745.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3.60%。其中：

事业运行（项）2022 年预算支出 13714745.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3.60%。

三、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6840414.00 元，其中：人员经费 15490257.00 元，单位运转经

费 1350157.00 元，专项资金 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4.47%。

四、单位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0.00 元，涉及 0 个项目，比上年预算数增长 0.00%。主要原因是：

本单位项目支出未列入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

五、单位“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3700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700 元，下降 6.80%。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0.00 元，较上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700 元，下降 100%。原因是：压减公务接待费

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37000.00 元，较上年无变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元，

较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费 37000.00 元，较上年无变化。

（四）会议费 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5000.00 元，下降 100%。原因是：会议与项目结合

开展，压减公用经费会议费支出。

（五）培训费 0.00 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25000.00 元，下降 100%。原因是：培训与项目结合



开展，压减公用经费培训费支出。

六、单位机关运行经费及政府采购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预算197000.00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173000.00

元，下降 46.76%，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60000.00 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00 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 37000.00 元（包括：政府购买服务 37000.00 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 2232214.93 元,其中：办公用房 512 平方米;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两

台已报废，待州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复），价值 618184.00 元;单价 2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 台（套）。

2022 年拟采购固定资产约 50000.00 元，主要包括：（办公桌椅 2 套 7600.00 元，台式电脑 3 台

15000.00 元，打印机 2 台 2400.00 元，档案柜 12 组 24000.00 元，文件柜 1 组 1000.00 元）。



第四部分 单位绩效管理开展情况说明

一、上年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临夏州州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我单位组织实施了 2021 年化肥减量增效与退化耕地治

理项目，共涉及资金 58 万元，主要用于全州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开展采样化验、田间试验、数据开发

利用等工作。2021 年度在近 3 年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实施成效工作基础上，继续夯实测土

配方施肥基础工作，开展取土化验 410 个、布设田间试验 5 个以上，更新养分数据，优化施肥参数，

完善肥料配方，完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 215 万亩以上，配方肥使用面积 110 万亩以上，技术

覆盖率达到 95%左右。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耕地占补平衡区、耕地损毁复垦区统筹开展县域耕

地质量等级年度变更评价，摸清不同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现状；同时，各县市要结合相关基础工作，完



成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区域的年度变更评价与数据库更新工作和上图工作。2021 年，按照临夏州农业

农村局《临夏州 2020 年化肥减量增效与退化耕地治理项目实施方案》（临州农发〔2020〕249 号）

文件要求，在我单位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在各县（市）农技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完成耕地质量调

查点和监测点土样采集工作，采集土样 415 份，获取土壤墒情监测数据，项目各项工作圆满完成，目

标基本已达到。经自评结果为“优”。

二、2022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2 年实行绩效管理项目 1 个，主要为 2022 年度公用经费年度绩效管理，涉及州级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 987000.00 元，主要绩效目标是：优化农作物品种布局，保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持

续推进旱作农业，全面提高种植附加值；加大耕地质量提升力度，提高农业可持续生产能力；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普及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落实防灾减灾

措施，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安全。资金占单位预算安排总额的 5.86%。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州级财政拨款形成的单位收入。按照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州级单位预

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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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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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公经费：是指州级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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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