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渭南市动物卫生工作站

2022 年单位预算公开说明

目录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二、工作任务

三、人员情况说明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八、绩效目标说明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十、专业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预算公开报表）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渭南市动物卫生工作站为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

费形式为财政全额拨款，主要职责：指导全市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及调运工作；指导全市重大动物疫情处置工作；承担

全市官方兽医的指导、培训工作；承担全市畜禽屠宰技术指

导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工作任务

1、加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市委“高举旗帜、响应号召、奋进新时代、

启航新征程”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团结一

致，扎实履职，为我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提升动物检疫信息化水平。各县（市、区）要确定

专人经常进入视频监管平台，发现问题线索，及时纠正处理

处罚；安排出证信息管理员定期调度出证、落地、备案等情

况，规范检疫出证行为；开发管理软件与屠宰检疫出证相关

联，将企业生猪入场检查、宰前检验、宰后检验及非洲猪瘟

检测等关键工艺流程纳入信息化管理，实现动物检疫信息闭

环管理；总结完善远程视频产地检疫出证试点工作，逐步推

广产地检疫规范化试点经验；在澄城县、华州区、合阳县三



县（区）开展动物检疫证明（动物 B）无纸化试点工作；市

级每季度调度动物检疫平台信息数据，通报异常和问题。

3、规范动物及动物产品调运监管。推进检疫出证官方

兽医认证工作；加强畜禽养殖场（户）、动物贩运经纪人、

运输车辆、屠宰场点备案管理，定期清理不符合条件的备案

主体；开展入陕动物指定通道建设，指导潼关动物卫生监督

检查站合理布局、规范化建设，各种设施设备安装调试到位，

全面开展监督检查和信息上传等工作；指导富平县开展奶山

羊调运监管试点，制定县级调运管理办法。

4、开展动物检疫检验员技能大赛选拔活动。充分利用

动物卫生监督人员考试系统理论学习功能，全面提升官方兽

医技能。按照县级初选、市级优选的办法，选优选强参赛队

员，争取在省级大赛中取得良好成绩。

5、配合省站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根据

省站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安排部署，做好企业基本

情况摸底调研、平台功能应用及指导服务等工作，为试点工

作顺利开展和无害化处理新机制的探索奠定基础。

6、开展畜禽屠宰企业资质信息备案工作。主要对企业

基本资质、设施设备、检测能力、安全生产、人员配备、健

康管理等方面的资料进行全面备案，指导企业完善基本资

质，改进工艺流程，提升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进一步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



7、开展技能培训和调研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官方兽医、

平台应用、动物贩运经纪人、车辆备案、“大清洗大消毒”、

畜禽肉品品质检验相关国家标准规程和检验检测技术培训

工作；着重开展官方兽医和畜禽屠宰企业品检员操作技能培

训，丰富形式，分批轮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肉品质量安全

把关能力。总结陕西省地方标准《生猪产地检疫操作规范》

验证结果，完成标准验证和制定工作；指导培训重大动物疫

情处置工作。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11 人，事业编制 11 人；

实有人员 11 人，事业 11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4 人。

截止 2022 年底人员编制情况表

事业编制数 实有人数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1 人 11 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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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8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35.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8.52 万元，主

要原因是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减少；本单位当年预算支出

13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35.28 万元，较

上年减少 8.5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减

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35.28 万元，其中一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35.28 万元，较上年减少 8.52 万元，主要原因

是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减少；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135.2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35.28 万元、较

上年减少 8.5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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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8 万元，较上

年减少 8.5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有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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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8 万元，其中：

（1）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4.17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2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1 人；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13.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1.71 万元，原因是有 1 人退休养老

保险缴费减少；

（3）事业运行（2130104）117.24 万元，较上年减少

7.01 万元，原因是有 1 人退休，减少了人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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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8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22.97 万元，较上年减少 8.33 万

元，原因是增有 1 人退休，减少了人员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8.1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8 万

元，原因是有 1 人退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减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4.17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2 万元，原因是有 1 人退休，增加了人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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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万

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万元，与

上年持平。无公务用车购置费，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无

会议费预算支出，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无培训费预算

支。

会议费培训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会议/培训名称 时间 人数 金额 备注

1 无 无

2 无 无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

的设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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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类预算 0 万元。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当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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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38 万元，原因是有 1 人退休，减少了人员公用经费。

十、专业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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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方面的支出。

3、农林水支出：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

4、工资福利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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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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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费以

及其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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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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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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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