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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渭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渭南市农业农村局直属正

县级全额预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综合业务

科、农技服务站、植保植检站（蝗虫检测站）、生态农业站、

经济作物站、土壤肥料站、园艺站、农业信息站、农村能源

站、检测化验室、农机技术服务站、果业技术服务站、畜牧

技术服务站、渔业技术推广站 15 个科站。主要负责制定全

市农业技术发展规划，提出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并组织实施;

负责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试验、示范和

推广,引进推广果品贮藏、加工等新工艺、新技术;负责农作

物栽培、土壤改良、科学施肥、旱作节水、植物保护、植物

检疫、农药安全使用、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等重大技术推广;

承担农机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工作;承担农机新技术、新机具

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承担有关农业机械化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实施保护性耕作、秸秆综合利用等农机化技术

项目;提供畜牧兽医、渔业生产技术培训、咨询与推广服务,

推广应用畜数渔业科技成果;负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草鼠

蝗害、苗情、早情、墒情的监测预报和防治;承担农业资源

监测保护工作,负责土肥样品检测检验、农村能源的开发利

用、耕地质量保护、农作物病虫草警鉴定等工作;承担农业

科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工作任务 

（一）加快病虫害绿色防控、农药减量增效与专业化通

防统治容和推广，实现化学农药零增长目标。 

（二）化肥施用量持续减少，主要作物化肥利用率 42%

以上。 

（三）抓好粮食技术示范推广服务工作，推广小麦宽幅

沟播技术与玉米增密度提单产技术。 

（四）建设市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千亩示范方。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23 人，均为事业编；实

有人员 151 人，均为事业人员。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25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1824.84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824.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2.65 万元，

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4人，专项业务费增加 5万元；本单位

当年预算支出 1824.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824.84万元，较上年减少 2.65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4 人，专项业务费增加 5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824.84 万元，其中一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824.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2.65 万元，主要原

因是人员减少 4人，专项业务费增加 5万元；本单位当年财

政拨款支出 1824.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2.65 万元，主要原

因是人员减少 4人，专项业务费增加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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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824.84 万元，较上

年减少 2.65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4 人，专项业务费

增加 5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24.84万元，其中： 

（1）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37.35 万元，较上年

增加 6.51万元，原因是增加 2人退休；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182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07万元，原因是在职转退休 4 人； 

（3）事业运行（2130104）1439.85 万元，较上年减少

4.09万元，原因是在职转退休 4人； 

（4）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2130106）52.5万元，较上

年增加 5 万元，原因是机构改革后，业务工作增加，申请增

加农技推广专项业务费； 

（5）病虫害控制（2130108）8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24.84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621.85万元，较上年减少 12.84

万元，原因是在职转退休 4人；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60.36万元，较上年减少 1.59

万元，原因是在职减少 4 人，公用经费适当减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37.35万元，较上年增

加 6.51万元，原因是增加 2人退休； 

资本性支出（310）5.28 万元，较上年增加 5.28 万元，

主要采购打印机 2 台、办公座椅 5套、沙发 7 个、茶几 5 个、

书柜 10个、茶水柜 5 个。 

（2）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24.84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501）1621.85万元，较上年减少 12.84

万元，原因是在职转退休 4人； 

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60.36万元，较上年减少 1.59

万元，原因是在职减少 4 人，公用经费适当减少； 

资本性支出（一）（601）5.28 万元，较上年增加 5.28

万元，主要采购打印机 2 台、办公座椅 5 套、沙发 7 个、茶

几 5 个、书柜 10个、茶水柜 5个；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999）37.35 万元，上年未编制

该科目，较上年离退休费（905）增加 6.51万元，原因是增

加 2 人退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0 万

元，较上年无变化。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 20 万元。本单

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原因不计划召开会议。本单位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共有车辆 6辆，单价 20万元以上的设备 2台（套）。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

上的设备 0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当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 5.2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类预算 5.28 万元，主要采购打印机 2 台、办公座椅 5

套、沙发 7个、茶几 5个、书柜 10 个、茶水柜 5个。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

年拨款 1824.84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万元，

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万元。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95.1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31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职减少 4 人，公用经费适当减少。 

  

十、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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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

面的支出。 

    3.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用于事业单位离退休方面的支

出。 

    4.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 

    5.农业：反映财政用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兽医、

农机、农垦、农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村和垦区公益

事业、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支出。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机关参照公务员法事业单位在职

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

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7.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不

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物资储备等资本性支

出。 

    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9.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