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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部⻔预算

第⼀部分 部⻔概述

⼀、主要职能

⻓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是⾪属于⻓春市林业和园林局的差额拨款

事业单位，预算级次为⼆级预算单位，主要职能为：1、开展林业科学

研究、促进科技发展；2、新技术推⼴与应⽤；3、森林病⾍害的防治研

究；4、森林⽕灾的防御防治技术研究；5、公益科普知识的宣传与教

育；6、林农技术培训；7、林⽊种苗质量监测等。

⼆、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内设5个机构，分别为：1、

办公室 2、计划财务科 3、科研科 4、技术开发科 5、基地管理科。

三、部⻔预算基本情况

⻓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现有⼈员64⼈，其中:在职⼈员42⼈，退休

⼈员22⼈。



第⼆部分 2022年度部⻔预算表

⼀、2022年收⽀总表

收⽀总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收 ⼊ ⽀ 出

项 ⽬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项 ⽬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收⼊ 894.11 907.06 45.00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8.62 48.62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894.11 907.06 45.00 ⼆、卫⽣健康⽀出 34.78 34.78
政府性基⾦预算拨款收

⼊
三、城乡社区⽀出 404.39 404.3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收⼊

四、农林⽔⽀出 369.00 369.00

⼆、财政专户管理资⾦收⼊ 五、住房保障⽀出 50.27 50.27
三、单位资⾦收⼊ 六、科学技术⽀出 45.00 45.00
事业收⼊

事业单位经营收⼊

上级补助收⼊

附属单位上缴收⼊

其他收⼊

本年收⼊合计 952.06 907.06 45.00 本年⽀出合计 952.06 907.06 45.00
财政拨款结转 结转下年⽀出

其他收⼊结转结余

收⼊总计 952.06 907.06 45.00 ⽀出总计 952.06 907.06 45.00



⼆、2022年收⼊总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部⻔（单位）名称 合计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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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52.06 907.06 907.06 45.00 45.00

⻓春市园林绿化局 952.06 907.06 907.06 45.00 45.00

⻓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952.06 907.06 907.06 45.00 45.00



三、2022年⽀出总表

⽀出总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合计 基本⽀出 项⽬⽀出
事业单位经营
⽀出

上缴上级⽀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出
合计 952.06 538.06 414.00

206 科学技术⽀出 45.00 45.00
20609 科技重⼤项⽬ 45.00 45.00
2060902 重点研发计划 45.00 4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8.62 48.62
20805 ⾏政事业单位养⽼⽀出 48.62 48.62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保险缴费⽀出
48.62 48.62

210 卫⽣健康⽀出 34.78 34.78
21011 ⾏政事业单位医疗 34.78 34.7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5.36 25.36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9.42 9.42

212 城乡社区⽀出 404.39 404.39
212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404.39 404.39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
设施⽀出

404.39 404.39

213 农林⽔⽀出 369.00 369.00

21302 林业和草原 369.00 369.00
2130299 其他林业和草原⽀出 369.00 369.00
221 住房保障⽀出 50.27 50.27
22102 住房改⾰⽀出 50.27 50.27
2210201 住房公积⾦ 50.27 50.27



四、2022年财政拨款收⽀总表

财政拨款收⽀总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收 ⼊ ⽀ 出

项 ⽬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项 ⽬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本年收⼊ 952.06 907.06 45.00 ⼀、本年⽀出 952.06 907.06 45.00

⼀般公共预算拨款 952.06 907.06 45.00 科学技术⽀出 45.00 45.00

政府性基⾦预算拨
款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8.62 48.6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

卫⽣健康⽀出 34.78 34.78

⼆、上年结转 城乡社区⽀出 404.39 404.39

⼀般公共预算拨款 农林⽔⽀出 369.00 369.00

政府性基⾦预算拨
款

住房保障⽀出 50.27 50.2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

⼆、结转下年⽀出

收 ⼊ 总 计 952.06 907.06 45.00 ⽀ 出 总 计 952.06 907.06 45.00



五、2022年⼀般公共预算⽀出表

⼀般公共预算⽀出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合计
基本⽀出

项⽬⽀出
⼩计 ⼈员经费 公⽤经费

合计 952.06 538.06 484.02 54.04 414.00
206 科学技术⽀出 45.00 45.00
20609 科技重⼤项⽬ 45.00 45.00
2060902 重点研发计划 45.00 4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8.62 48.62 48.62
20805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48.62 48.62 48.62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保险缴费⽀出 48.62 48.62 48.62

210 卫⽣健康⽀出 34.78 34.78 34.78
21011 卫⽣健康⽀出 34.78 34.78 34.7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5.36 25.36 25.36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9.42 9.42 9.42

212 城乡社区⽀出 404.39 404.39 350.35 54.04
21201 城乡社区⽀出 404.39 404.39 350.35 54.04
21203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出 404.39 404.39 350.35 54.04

213 农林⽔⽀出 369.00 369.00 369.00
21302 农林⽔⽀出 369.00 369.00 369.00
2130299 其他林业和草原⽀出 369.00 369.00 369.00

221 住房保障⽀出 50.27 50.27 50.27
22102 住房保障⽀出 50.27 50.27 50.27
2210201 住房公积⾦ 50.27 50.27 50.27



六、2022年⼀般公共预算基本⽀出表

⼀般公共预算基本⽀出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 合计 ⼈员经费 公⽤经费

合计 538.06 484.02 54.04

⼯资福利⽀出 473.88 473.88

基本⼯资 187.13 187.13

津贴补贴 0.05 0.05

奖⾦ 15.59 15.59

绩效⼯资 116.74 116.7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保险缴费 48.62 48.62

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1.27 21.27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9.42 9.4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6.22 6.22

住房公积⾦ 50.27 50.27

其他⼯资福利⽀出 18.57 18.57

商品和服务⽀出 54.04 54.04

办公费 15.00 15.00

⼿续费 0.01 0.01

⽔费 0.50 0.50

电费 10.53 10.53

邮电费 5.00 5.00



取暖费 4.50 4.50

⼯会经费 6.50 6.50

福利费 12.00 12.00

对个⼈和家庭的补助 10.14 10.14

退休费 4.55 4.55

医疗费补助 4.09 4.09

其他对个⼈和家庭的补助 1.50 1.50



七、2022年⼀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出表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出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项 ⽬ 2022年预算数 当年预算 上年结转

合 计 0 0 0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0

2、公务接待费 0 0 0

3、公务⽤⻋费 0 0 0

其中：（1）公务⽤⻋运⾏维护费 0 0 0

（2）公务⽤⻋购置费 0 0 0

说明：1、“本年预算数”的单位范围⻓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2、“本年预算数”的实有⼈员64⼈，其中：在职⼈员 42⼈，离退休⼈员 22。



⼋、2022年政府性基⾦预算⽀出表

政府性基⾦预算⽀出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预算⽀出

合计 基本⽀出 项⽬⽀出

说明：2022年⻓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部⻔预算不涉及政府性基⾦预算⽀出，此表为空表。



九、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表

预算单位：⻓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单位：万元

科⽬编码 功能分类科⽬名称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

合计 基本⽀出 项⽬⽀出

说明：2022年⻓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部⻔预算不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此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2年度部⻔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收⽀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所有收⼊和⽀出全部纳⼊部⻔预算

管理。收⼊包括：⼀般公共预算拨款收⼊、⼀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结转；⽀出包括：科学技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出、

卫⽣健康⽀出、 城乡社区⽀出、农林⽔⽀出、住房保障⽀出。

2022 年收⽀总预算952.06万元，当年预算907.06万元, 上年结转

45万元。

⼆、2022 年收⼊预算情况

2022 年收⼊预算952.06万元，其中：本年收⼊907.06万元，

占95.27%，上年结转45万元，占4.73%。本年收⼊中，⼀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907.06万元，占100%; 上年结转中, ⼀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45万元, 占100%。

三、2022 年⽀出预算情况

2022 年⽀出预算952.06万元，其中：基本⽀出538.06万元，

占56.52%；项⽬⽀出414万元，占43.48%。

四、2022 年财政拨款收⽀预算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总预算952.06万元，其中： 本年收⼊

907.06万元, 上年结转45万元。⽀出包括：科学技术⽀出45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出48.62万元、卫⽣健康⽀出34.78万元、城乡

社区⽀出404.39万元、农林⽔⽀出369万元、住房保障⽀出50.27

万元。

2022年财政预算⽀出952.06万元，其中：基本⽀出538.06万



元，项⽬⽀出414万元。

五、2022 年⼀般公共预算⽀出情况

2022 年⼀般公共预算拨款952.06万元，其中：基本⽀出

538.06万元，占56.52%；项⽬⽀出414万元，占43.48%。基本⽀出

中，⼈员经费484.02万元，占89.96%；公⽤经费54.04万元，占10.04%。

科学技术⽀出（类）⽀出45万元，占4.72%，主要⽤于⾏政

事业单位科研经费⽀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出48.62万元，占5.11%，主要⽤于

⾏政事业单位基本养⽼保险缴费⽀出。

卫⽣健康⽀出34.78万元，占3.65%，主要⽤于⾏政事业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出。

城乡社区（类）⽀出404.39万元，占42.48%，主要⽤于⾏政

事业单位机构运⾏经费及城乡建设⽅⾯的项⽬⽀出等。

农林⽔（类）⽀出369万元，占38.76%，主要⽤于⾏政事业

单位机构运⾏经费及相关项⽬⽀出等。

住房保障⽀出50.27万元，占5.28%，主要⽤于⾏政事业单位

为职⼯缴纳的住房公积⾦⽀出。

六、2022 年⼀般公共预算基本⽀出情况

2022 年⼀般公共预算基本⽀出538.06万元，其中：⼈员经费

484.0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资187.13万元、津贴补贴0.05万元、

奖⾦15.59万元、绩效⼯资116.7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保

险缴费48.62万元、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21.27万元、公务员医

疗补助缴费9.4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6.22万元、住房公积⾦

50.27万元、其他⼯资福利⽀出18.57万元、退休费4.55万元、医疗



费补助4.09万元、其他对个⼈和家庭的补助1.50万元。

公⽤经费54.0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5万元、⼿续费0.01

万元、⽔费0.50万元、电费10.53万元、邮电费5万元、取暖费4.50

万元、⼯会经费6.50万元、福利费12万元。

七、2022 年⼀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

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0万元；

上年结转0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0万元；上年结转0

万元。2022年当年预算数与2021年预算数相同。

公务接待费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0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

公务⽤⻋运⾏维护费预算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0万元；上

年结转0万元。

公务⽤⻋运⾏维护费0万元，其中：当年预算0万元；上年

结转0 万元。公务⽤⻋购置费 0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 0 万元；

上年结转 0 万元。2022 年当年预算数与 2021 年预算数相同。

⼋、2022年政府性基⾦预算⽀出情况

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预算拨款。

九、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情况

本单位没有国有资本预算拨款。

⼗、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安排情况

2022年本单位预算未安排政府采购⽀出。

（⼆）国有资产占⽤情况

2021年⻓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共有固定资产1091.58万元，



其中：（1）⼟地、房屋及建筑物价值620.50万元，占总资产的 57%；

（2）通⽤设备价值412.74万元，占总资产的38%；（3）专⽤设

备价值34.13万元，占总资产的3 %；（4）图书档案价值1.26万元，

占总资产的0 %；（5）家具、⽤具、装具及动植物价值22.95 万

元，占总资产的2%。

2021年底，共有⻋辆11辆，单价50万元及以上的通⽤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万元及以上的专⽤设备实有数 0 台/套。

2022 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辆、⼟地、房屋，单价50万

元及以上的通⽤设备、单价100万元及以上的专⽤设备。

(三)项⽬⽀出绩效⽬标情况说明

按照全⾯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结合本单位职能及重点⼯

作任务，2022年我院共确定财政预算项⽬8个，项⽬及项⽬⽀出

绩效⽬标如下：

1、《科研经费项⽬》，绩效⽬标为保障我院林业科研⼯作

正常开展，为科研项⽬前期开展和后期推⼴应⽤提供资⾦保障。

2、《森林植物园管护项⽬》，绩效⽬标为完成森林植物园

内苗⽊的抚育管理⼯作，加强园内现存珍稀濒危植物的调查研

究和保护⼯作，为植物保育、科研项⽬开展、科普宣传⼯作的

开展提供有效保障。

3、《樟⼦松种⼦园管护项⽬》，绩效⽬标为完成樟⼦松种

⼦园内苗⽊的抚育管理⼯作，促进植株⽣⻓、提⾼种⼦园质量，

开展优质种苗繁育试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4、《科普园（馆）建设维护项⽬》，绩效⽬标为建设维护

科普园及科普馆基础设施、引种优质植物资源，开展林业公益



科普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活动。

5、《种苗质量管理站⼯作经费项⽬》，绩效⽬标为确保我

院林⽊种苗质量监测⼯作的正常开展，为⻓春地区筛选优质种

苗资源。

6、《防⽕经费项⽬》，绩效⽬标为加强森林防⽕基础设施

的维修及建设⼯作、完善森林防⽕器材、加强森林防⽕巡查及

宣传⼯作，实现全年零⽕情的⽬标，保证森林资源安全。

7、《⻓⽩⼭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研究项⽬》，绩效⽬标

为开展⻓⽩⼭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研究⼯作，掌握珍稀濒危

植物引种驯化技术及繁育技术，将珍稀濒危植物应⽤于园林绿

化。

8、《差额单位独⽴办公楼及办公经费弥补缺⼝项⽬》，绩

效⽬标为保证办公楼⽇常运⾏⽀出，保证科研队伍稳定，为我

院科研⼯作开展提供保障。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其他收⼊：指除上述收⼊以外的各项收⼊。包括银⾏

存款利息收⼊，从省财政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省

财政取得的经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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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出。

四 、项⽬⽀出：指在基本⽀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事业⼯作任

务和事业发展⽬标所发⽣的各项⽀出。

五、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

规定⽤途继续使⽤的资⾦（预算中为预计数）。

六、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变

化⽆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途继续使

⽤的资⾦（预算中为预计数）。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购置及运⾏费和公务接待费⽀

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作⼈员公务出国（境）的

往返机票费、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出；公务⽤⻋购置及运⾏费指单位购置公

务⽤⻋⽀出及公务⽤⻋使⽤过程中所发⽣的租⽤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出； 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

定开⽀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