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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林科院〔2017〕60号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2016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成都市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全面推进财政绩效管理，

健全支出绩效考评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我院按照

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决策部署要求，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市级财政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7〕1号）和《成都市

财政局关于做好2017年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

（成财绩〔2017〕6号）等文件精神，依据《2017年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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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评价指标体系》的有关规定，对2016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 

部门整体支出分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综合管理和整

体绩效四部分，经全面综合评价，我院2016年度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得分91.57分。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我院于 2007 年依据成都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组建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通知》（成机编办〔2007〕157

号），由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成都市农业科学院、成都

市农村经济信息中心（成都市人民政府农业外资外援项目办

公室）、成都市农业机械科研推广服务总站（成都市农业机

械研究所）、成都市沼气科学研究设计所、成都市水产技术

推广站（成都市水生动物检疫检验站、成都市水生动物保护

基地）、成都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成都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

站、四川成都经济林林木良种繁育中心）等七个事业单位整

合组建而成，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为 1

个 独 立 核 算 机 构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2510100665348351W，预算代码为 390600，举办单位为成都

市人民政府。目前设置九个研究所和六个处室，九个研究所

分别为都市现代农业与信息研究所、园艺研究所、作物研究

所、林业研究所、农业装备研究所、水产研究所、再生能源

研究所、畜牧研究所和农产品加工与贮藏研究所；六个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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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行政（党委）办公室、科规处、监察审计处、财务处、

人事处、产业发展与成果转化处。 

（二）机构宗旨 

我院确立了“科研立院、人才兴院、改革活院、管理强

院”的指导思想和“一二三五六”的工作思路。 

（三）机构职能 

我院是集科研、培训、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林科研机

构，主要职责是开展农业、林业、水产业的基础技术研究、

应用研究和技术推广等公益性农业服务，承担国家、省、市

下达的相关任务；开展农业、林业新品种、新技术和水产品

选育（引进）及配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展相关科学技术

宣传、咨询和服务；开展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及农业和农村

实用人才的短期培训。 

目前建有国家油菜改良中心四川成都分中心、国家油菜

原原种繁殖基地、四川省最大的马铃薯原原种脱毒快繁基

地、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成都分院、四川省林业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成都分中心、成都优质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

都优质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成都油菜综合试验站、成都马铃薯综合试验站、成都蔬菜

综合试验站技术依托单位。现主要优势学科有油菜、蔬菜、

水稻、马铃薯、林业苗木和沼气设计等。 

（四）人员概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我院共有人员编制282名，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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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236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182人。退休人员已全

部纳入社保管理。 

有科技人员16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8人、副高级职称64

人，博士8人，硕士61人；市级劳动模范9人，获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创新团队专

家、四川省优秀专家、成都市优秀专家等称号以及成都市政

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共36名。  

（五）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 

1.年度主要工作目标 

2016年度，我院的主要工作目标是：着力抓好科研工作、

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根据明年全市“三农”工作要点，

做好我院承担的工作和持续深入抓好作风建设。 

2.年度重点工作 

（1）着力抓好科研工作。在认真安排和严格管理1000

万元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集成应用资金和1500万元

科技创新资金的基础上，继续多渠道争取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和资金的支持以及做好品种审定申报、推荐自主创新和合作

创新新组合（品系）参加国家、省级区试和生产示范等工作，

加大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工作力度。力争新争取国家、省、

市各类科研项目30项以上；申报或通过省级及以上品种审定

3个以上，推荐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新组合（品系）30个以

上参加国家、省级区试和生产示范，申报或获得各类科研成

果奖2项次；引进新技术、新品种20个以上进行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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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更好参与全市“10个粮

经产业新村建设成片推进综合示范基地”、“7个产村相融

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和“3条都市现代农业及灾后重建示范

带”科技支撑工作，加大建立新品种、新技术集成应用示范

片工作，围绕全市“三农”工作总体部署，组建专家团队和

技术小组，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精准扶贫和科技咨

询工作；以科研项目为平台，集成推广实用科研新成果、新

技术。 

（3）根据明年全市“三农”工作要点, 做好我院承担

的工作。突出农林新品种、集成新技术研究重点，加大高层

次成果和重大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团队

建设，加大与农业生产一线结合，在成果、展示和科技服务

方面形成更好带动效应。 

（4）持续深入抓好作风建设。对照“三严三实”要求

和作风建设规定，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

和生活作风，进一步解决干部队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问题，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严以自律，清正廉

洁，树立良好形象，确保每一位党员干部绷紧廉政弦，做到

认识上提高、思想上警觉、行动上自觉，真正形成作风建设

新常态。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6年度财政资金收入 5566.97万元，其中当年一般公



- 6 - 

共预算财政拨款 5566.97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6年度支出总额5566.97万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3445.80万元，农林水支出1674.1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07

万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 

我院在编制预算时，坚持“统筹安排、兼顾重点”原则，

既体现实际需要，又严格控制各项支出，现将预算编制情况

说明如下： 

1.绩效目标 

（1）目标填报 

我院2016年度的专项资金、部门专项类项目均按规定编

制了绩效目标。专项类项目统一在“任务书或任务合约（合

同书）”中编制。 

（2）目标完整性 

我院绩效目标填报规范、完整，在“任务书或任务合约

（合同书）”填报了“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与目标、总体考

核内容与指标”等内容。 

（3）目标量化 

我院申报的绩效目标均明确了量化目标，如申请专利26

项，发表论文57篇，推广新品种231.57亩、选育品种6个等。 

2、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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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安排准确性 

我院预算资金总来源8304.79万元，其中年初预算金额

5349.79万元，执行中追加预算（含当年中央、省级财政转

移支付专项资金）金额2955万元，无中期评估调整取消资金，

无预算结余注销资金，预算安排准确性为100%。 

执行中追加预算情况如下： 

序号 追加预算项目 追加金额（万元） 

1 成财农[2016]2号 2016年农作物和畜禽育种攻关项目 71 

2 
成财教[2016]10 号 201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 
120 

3 
成财教[2015]191 号 2016年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

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150 

4 成财教[2016]47 号 2016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 50 

5 成财外[2016]98 号第二届亚洲园艺大会支持经费 50 

6 
成财教[2016]99 号 2016年第二批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项目 
2500 

7 
成财教{2016}129 号第三批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

金项目 
14 

合     计 2955 

（2）报送时效、质量 

我院严格按照市级部门预算编制通知的要求，按时完成

了基础库、项目库报送工作，编制质量较高； 

（3）项目分类 

我院专项资金及专项类项目安规定专门核算，专款专

用，未在专项资金及专项类项目中开支人员经费、“三公”

经费及办公费等（除专项中允许列支的项目外），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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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类较准确。 

（4）人大预算审查 

市人大预工委对部门预算草案审查结果上无需要修改

问题。 

（二）预算执行 

1.执行进度 

（1）部门总体执行进度 

我院2016年度财政拨款执行数5566.97万元，其中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566.97万元，部门总体执行进度为

100%。 

（2）专项资金预算下达 

我院严格按要求完成专项资金预算下达，2016年项目支

出预算执行金额2213.33万元，已于2016年9月30日前下达完

毕，下达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执行金额 

（万元） 
预算下达时间 

结转 2015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四川创新团队

建设专项资金 
11.16 2016年 2月 

结转成财教[2015]185 号文，2015年第七批市级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经费 
225.00 2016年 2月 

结转成财教[2015]74 号文，2015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

划项目资金预算-基本科技研究 
29.24 2016年 2月 

结转 2015 年农作物和畜禽育种攻关项目 23.70 2016年 2月 

结转 2015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27.85 2016年 2月 

结转成财教[2014]163号 2014年省级第二批科技计划

项目资金预算 
16.47 201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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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执行金额 

（万元） 
预算下达时间 

2016年羊马科研试验基地租金 130.00 2016年 1月 

2016年院区常年运行经费 163.00 2016年 1月 

结转 2014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运用管理平台建

设专项经费 
84.31 2016年 2月 

结转 2015 年林业科技研发与服务 11.61 2016年 2月 

结转 2015 年龙泉山脉植被恢复监理项目 11.90 2016年 2月 

2016年龙泉山脉植被恢复监理与验收 57.23 2016年 1月 

2016年成都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研究中心搭建 154.93 2016年 1月 

2016年第二届亚洲园艺大会 50.00 2016年 1月 

2016年沼气工程设计 44.33 2016年 1月 

2016年粮油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 103.44 2016年 1月 

2016年农产品采后储藏及加工技术研究应用 23.49 2016年 1月 

结转成财投[2015]85 号，下达 2015年省预算内基本

建设支出预算（川财投[2015]194号） 
18.47 2016年 2月 

2016年农业装备试验示范 0.45 2016年 1月 

2016年林业科技研发与服务 12.88 2016年 1月 

2016年水产新品种及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33.50 2016年 1月 

2016年畜禽科研资源储备及业务运转 14.79 2016年 1月 

2016成都市都市现代农业技术咨询服务 121.77 2016年 1月 

2016年园艺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28.70 2016年 1月 

成财农{2016}2号 2016年农作物和畜禽育种攻关项目 54.55 2016年 2月 

成财教{2016}10 号 201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四川创新团队建设专项资金 
114.95 2016年 3月 

成财教{2015}191号 2016年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体系）

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107.91 2016年 2月 

成财教{2016}47 号 2016年省级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 32.06 2016年 5月 

成财外{2016}98 号第二届亚洲园艺大会支持经费 50.00 201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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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执行金额 

（万元） 
预算下达时间 

成财教{2016}99 号 2016年第二批市级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资金项目 
441.66 2016年 9月 

成财教{2016}129 号第三批市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资金项目 
14.00 2016年 9月 

合    计 2213.33  

2.预算调整 

我院无中期调整取消资金、预算结余注销资金。 

3.行政成本 

我院2016年度“三公”经费预算金额92.00万元，决算

金额21.0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08万

元。“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较好，决算数未超预算数。 

（三）综合管理 

1.基础管理 

（1）管理制度健全性 

我院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内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方

面的管理制度，未建立厉行节约管理措施方面的制度；相关

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并得到有效执行。如我院建立

了《党委会议事规则（试行）》、《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试

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暂行办法》、《关于进一

步规范财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补充办法（试行）》、《成

都市农林科学院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预算、收支流程》等制度。 

（2）资金使用合规性 



- 11 - 

我院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

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会计核算 

我院严格按照《会计法》、《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会计核算，会计核

算较规范，无乱用会计科目现象。 

2.非税收入执收情况 

（1）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我院是按照规定的项目、标准、征收方式执收非税收入，

2016年度，我院非税收入777.13万元，其中其他收入765.85

万元，利息收入11.28万元。 

（2）非税收入上缴情况 

2016年度，我院上缴非税收入506.73万元，结余270.4

万元部分因国库年终决算原因，延迟于2018年一季度全额上

缴。 

3.政府采购实施计划 

（1）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 

2016年度，我院已有采购计划资金124.50万元，政府采

购预算资金537.34万元。实施计划与政府采购预算不一致，

主要系本年度追加项目资金的同时追加了政府采购预算，专

向设备跨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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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执行 

2016年度，我院合同备案金额119.36万元，备案的计划

金额124.50万元。执行的实施计划与备案的实施计划的不一

致，主要系系本年度追加项目资金的同时追加了政府采购预

算，跨年采购，合同未在当年备案。 

4.资产管理 

（1）资产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我院建设了资产信息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由韩庆新负责

和管理。迄今已将单位国有资产全部纳入资产信息系统进行

管理，并及时将资产变动情况录入系统，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信息系统金额（截

止 2016年 12月 31日） 

会计账面金额（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清查结果（填

金额） 

上报的国有资产报

表（填金额） 

33,167,139.99 39,943,686.28 33,167,139.99 33,167,139.99 

33,538,909.94 33,538,909.94 33,538,909.94 33,538,909.94 

3,650,127.97 3,650,127.97 3,650,127.97 3,650,127.97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开展情况 

2016年，我院按照上级要求，对截止2015年12月31日止

的单位资产进行了清查，并对报损、报废、盘亏财务事项及

待处理事项按资金挂账处理，已向成都市财政局上报了关于

申请资产核实批复的函（成农林科院[2016]18号）。 

（3）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上报情况 

我院安排邓怡和李娟负责资产报表填报工作，已及时按

要求上报了国有资产报表及分析报告，并对资产变动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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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说明。 

我院资产管理情况较好，能准确反映我院资产真实情

况，资产信息系统资产金额与会计账面金额、资产清查结果

及上报的国有资产报表金额一致。 

5.信息公开 

（1）预算信息公开 

我院在财政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预

算（含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公开）。成都

市财政局于2016年2月3日对我院2016年部门预算进行了批

复，我院接到批复通知后于2016年2月16日在成都市人民政

府网站进行了公开。 

（2）决算信息公开 

我院在财政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决

算（含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公开）。成都

市财政局于2017年9月18日对我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进行了

批复，并要求我院于2017年9月27日向社会公开决算信息，

我院严格按规定于2017年9月27日在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进

行了公开。 

（3）绩效信息公开 

截止目前，我院尚未接到上级要求我院公开绩效信息的

指示。 

6.绩效评价 

（1）绩效评价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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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接到成都市财政局指示，要求按照成财绩〔2017〕

6号文件规定开展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我院立即进行了组织

动员，开展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 

（2）评价层次 

 我院为1个独立核算机构，无下级预算单位。 

（3）评价结果报告 

我院将按照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自评报告。 

（4）整改完成情况 

我院尚未接到上级部门的整改通知。 

（四）整体绩效 

1.部门职责履行结果 

2016年，我院共新申报“粮油新材料新品种和高效集成

技术研制与应用”等各级各类科技项目42项；新落实“四川

省十三五商业化水稻育种攻关”等省市科技项目8项；共实

施国家、省、市等科技项目78项，在研项目共120项；发表

科技论文57篇；鉴定科技成果6项，获得科技成果奖6项；审

定新品种6个，报审新品种8个，获得新品种保护2个；申报

专利24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16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繁

殖马铃薯原原种种薯粒数80万粒；推广新技术23项；推广新

品种231.57万亩；服务企业52个；开展涉农区县农技服务120

余次，现场解决生产技术困难和问题310余个次；建立了崇

州市现代林业专家大院（文井江镇）和科技服务点5处等。 

2.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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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院对“粮油作物快速干燥关键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项目通过了考核验收，本项目获得了 2项专利技术，

即“粮油作物快速干燥机及装置”和“一种粮油作物烘干装

置”；对“细鳞鱼移养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通过了考核验

收，该项目发表了 3 篇省级以上期刊，如《不同消毒剂对细

鳞鱼受精卵成活率、畸形率的影响》等；对“油菜业良性发

展关键瓶颈技术的突破及示范应用”项目通过了考核验收，

该项目获得了 5个油菜新品种权、发表特刊论文 1 篇。 

3.服务对象满意度 

我院未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工作。 

三、评价结论及措施 

（一）评价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预算编制 
（20分） 

绩效
目标 
（8分） 

目标填报 2 2  

目标完整性 3 3  

目标量化 3 3  

预算
编制 
（12

分） 

预算安排准确性 6 6 

预算资金总来源

=53497940.75+29550000=830

47940.75；预算安排准确性

=(83047940.75/83047940.75

)*6=6 

报送时效、质量 2 2  

项目分类 2 2  

人大预算审查 2 2  

预算执行 
（30分） 

执行
进度 
（20

分） 

部门总体执行进度 15 15 

部门总体执行进度＝

55669729.7/

（83047940.75-2151541.9-2

5226669）*100％＝100％ 

专项资金预算下达 5 5  

预算执行 
（30分） 

预算
调整 
（7分） 

执行中期调整 7 0 不存本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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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行政
成本 
（3分） 

“三公”经费控制 3 3  

 
综合管理 
（40分） 

基础
管理 
（6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5 未建立厉行节约管理措施 

资金使用合规性 2 2  

会计核算 2 1.5 
应上缴财政资金年末未上

缴，挂往来核算 

非税
收入
执收

情况
（6分） 

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3 3  

非税收入上缴情况 3 0 银行利息收入未上缴财政 

政府
采购
实施
计划
（6分）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 3 0.7 
实施计划编制说明=

（1245000/5373350）*3=0.7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执行 3 2.88 
实施计划执行=

（1193639/1245000）*3=2.88 

资产
管理 
（6分） 

资产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2 2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
开展情况 

2 2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

上报情况 
2 2  

信息
公开 
（6分） 

预算信息公开 2 2  

决算信息公开 2 2  

绩效信息公开 2 2  

绩效
评价 
（10

分）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 3 3  

评价层次 2 2  

评价结果报告 2 0 不存本项评价指标 

整改完成情况 3 0 不存本项评价指标 

整体效益 
（10分） 

部门整体绩效 
（10分） 

10 9  

合计 100 
80.5
8 

  

不存在某项评价内容或评价指标分值合计  12   

部门评价总分  
91.5
7 

部门评价总分=80.58/
（100-12）*100 

 

注：若某部门不存在某项评价内容或评价指标，则该评价内容或评价指标不

计入该部门考核评价范围，即该部门评价总分=不含该评价内容或指标的实际评

价总分/（100-该评价内容或指标所占分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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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1、未建立《厉行节约管理措施》； 

2、非税收入未按时上缴财政专户，如银行利息收入。 

3、政府采购实施计划与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执行

的实施计划与备案的实施计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4、未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 

（三）改进措施 

严格按规定编制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目标申报工作 ；

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工作，进一步细化预算资金管理、内

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厉行节

约管理措施等制度；提高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准确性和政

府采购实施计划执行力度；及时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

充分考虑服务对象或受益人的满意程度，以提高我院在农林

水产业科研、培训及推广方面的成绩。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2017 年 12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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