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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市“三农”工作的发展战略、中长

期规划、重大政策；统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宣传、贯彻和执行

农业农村有关法律法规。参与涉农财税、价格、收储、金融保险、

进出口等政策制定。

2.统筹推动发展全市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

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协

调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

3.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政策建议。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

作。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交易监

督管理工作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

展、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4.指导全市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工

作。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

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

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

工作。

5.负责全市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果业、农垦、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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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果业

等产业发展。负责制定全市农作物、果树、畜禽和渔业种业发展

政策、规划。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

6.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追溯、风险评估。提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建议。依法实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

7.组织全市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

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

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

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

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承担外来

物种管理相关工作。

8.负责全市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

织协调全市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监督农业生产资料国家

标准的实施。贯彻执行国家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

方法标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

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9.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指导动

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发布

疫情并组织扑灭。

10.负责全市农业投资管理。拟订农业投资融资体制机制改

革建议。编制全市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拟订农业投资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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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市政府规定权限审

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11.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领域的高

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2.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全市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

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导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3.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参与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

国际交流合作，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有关农业援外项目并承担

监管工作。

14.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全市农业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全市

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协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承担农业

行政复议、有关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组织行政应诉、普法宣传

工作。

15.负责对职责范围内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

16.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

任务。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内设 13 个科室，包括政秘科、种植业发展科、科技

教育科、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建

设科、计划财务科、信息法规科、发展规划与社会事业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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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农垦指导科、畜牧兽医渔业科、农业机械化科、果业发展

科、农田建设科。市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 16 个，其中参照管理

事业单位 2 个，全额事业单位 14 个。包括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

中心、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榆林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榆林市果业发

展中心、榆林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榆林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榆林市乡村振

兴规划发展指导中心、榆林市种业工作站、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

中心、榆林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以保面积稳产量为核心，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1.稳定粮食生产。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粮食面积

和产量纳入各县市区考核范围，确保面积稳定、产量增加。深入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开展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 60 万亩，建设

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60 万亩。开展谷子、荞麦、高粱等良种

统繁统供 80 万亩，建设 4 个万亩、7 个千亩、12 个百亩集中连

片旱作农业示范区。抓好省级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示范县建设。

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试验示范，推广马铃薯、果园与

大豆套种技术 9.8 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102 万亩。

2.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开展设施蔬菜“三改一提”行

动，新建设施农业生产基地 5000 亩，提高反季节蔬菜供给能力。

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建立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22 个，确保全

年生猪饲养量稳定在 230 万头左右。加快定边、神木万头肉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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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实施稻渔综合种养 4.5 万亩。全市肉、蛋、

奶、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17万吨、6.9万吨、7.2万吨、0.6万吨。

（二）以发展旱作节水农业为切口，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3.大力发展高效旱作节水农业。建立旱作节水农业工作专班

和技术指导团队，聚焦重点区域和主导产业，采取节水改造、补

灌扩面、技术推广三条路径，全力推广旱作节水农业“六大模式”，

全年力争实施高效旱作节水农业建设项目 50 万亩，着力推动工

程节水、作物节水、制度节水有效融合，打造全国旱作节水农业

示范市。

4.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国土空间、水资源利用等相关

规划和国土“三调”成果，科学编制全市中长期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统筹安排规划期内任务，合理安排建设时序。以粮食生产

功能区、粮食规模化经营核心示范区为重点，严禁向非耕地、“非

粮化”及地面坡度在 25 度以上区域布局，多渠道提高建设标准，

全年新建高标准农田 36 万亩。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

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全面启动高标准农田新增产能认

定工作，新增产能所得收益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5.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大种质资源普查保护力度，建成榆

林市现代种业展厅。开展抗旱马铃薯、优质高产抗逆小杂粮等新

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建设谷子、糜子、荞麦等区域性作物良种繁

育基地，推广谷子良种 40 万亩、高粱良种 28 万亩、荞麦良种

10 万亩。支持和鼓励大型种子企业组建马铃薯、玉米商业化育

种联合体，开展前沿的分子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等工作。加大南

繁小区纯度种植鉴定、马铃薯种薯病毒检测等种子质量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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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全面净化种业市场。鼓励支持引进国

内外优良畜禽品种，开展杂交选育，加大湖羊纯繁选育力度，全

面提高湖羊种质质量。依托羊产业研究院，开展肉羊遗传育种研

究。加大陕北白绒山羊选育力度，培育“超细绒山羊”新品种。

启动畜禽水产遗传资源普查第二阶段特征特性评估和抢救性收

集工作。加强国家级、省级保种场管理和建设。

6.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在北部风沙草滩区推广大型复合智能

农机，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提升全程机械化水平；在南部丘陵

沟壑区实施农田“宜机化”改造，加强小型机械及智能化绿色化

新机具的研发应用和推广，在高粱、谷子、糜子等作物上取得突

破性进展。稳定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与应用补贴政策，提高粮食生

产薄弱环节机械、高端复式智能机具的补贴标准，加快推进畜禽

水产、园艺、特色产业生产机械化。实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 80

万亩。常态化推进机收减损，完善粮食作物机收减损作业标准和

操作规范。抓好农机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工作。

7.强化科技支撑。加强“六站两中心一大院”建设。创建

12 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实施 15 个科技创新驱动项目，推广水

肥一体化、双垄沟播等适用技术。实施基层农技人员素质提升工

程，培训农技人员 500 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打造一批

省级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认定高素质农民2000

名。培育提升高质量农业农村教师 100 人，建设农业农村网络教

育课程。完成市农培中心单位搬迁事宜，建设市级培训基地。建

立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5 个，加强市农科院试验基地和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启动生态智慧农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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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范应对重大农业灾害。加大玉米粘虫、草地贪夜蛾、马

铃薯早晚疫病、谷子谷瘟病等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力度，加快

建立灾害天气的预警、预报、会商机制。完善基层动物防疫机制

体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确保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

有人负、活有人干、事有人管。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

先打后补工作，加快省际间动物防疫指定通道建设，做好人畜共

患病源头防控。

（三）以壮大“4+X”产业为抓手，做优现代特色农业

9.做大羊子产业。稳步推进肉羊生产基地建设，持续支持中

盛、上河等大型龙头企业建设大型湖羊养殖示范基地，支持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因地

制宜发展肉羊规模养殖，新增肉羊养殖 20 万只。实施陕北白绒

山羊提质增效行动，加强白绒山羊良种繁育，开展品系选育，扩

大超细绒山羊种群，不断提升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水平。实施粮改

饲 20 万亩。

10.做精马铃薯产业。全面提升我市马铃薯综合生产力和市

场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标准化种植，结合全市不同区域

条件下的马铃薯生产实际，在全市建设一批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

地。示范推广马铃薯宽垄双带水肥一体化技术 1000 亩。在马铃

薯生产大县支持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建马铃薯贮藏

库 6 万平方米，进一步提高我市马铃薯仓储能力。

11.做强山地苹果产业。坚持“稳规模、提质量、增效益”，

加强果园后续管护，创建高标准生产示范园 10 万亩，打造市级

高质高效示范园 10 个。强化产后整理，支持涉果企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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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户建设冷气库、冷链储运体系，新增冷库贮能 2 万吨，配套

冷藏车 10 辆。强化市场营销，新建果品形象店 15 个，加强与驻

榆大型国有企业搭建直销通道，运用自媒体平台与网络营销相结

合的方式，扩大榆林山地苹果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2.做优大漠蔬菜产业。以“一线两岸”为重点，支持设施

农业基地建设，以榆阳、定边、靖边等县区为重点建设高山冷凉

蔬菜示范区 2.2 万亩，配套建设集约化育苗基地，提升种苗供应

能力；支持蔬菜预冷贮藏冷库建设，加快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引进

试验和筛选推广，提升“菜篮子”保供水平。全市蔬菜产量达到

120 万吨。

13.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建设酸枣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1000

亩、野生酸枣科技示范园 500 亩。加强与省粮农集团合作，在定

边、神木、榆阳建设一批万头肉牛养殖示范基地，在南部县区建

设一批规模养殖场，全年新增肉牛 2 万头。支持小杂粮、海红果、

佳米驴、黑毛土猪等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四）以品牌建设为切口，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14.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打造米脂小米、横山羊肉等区域公

用品牌，推广榆林马铃薯品牌，建设 10 家品牌应用示范企业。

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全面宣传榆林特色农产品，组织企业参

加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第二十三届中国绿色食品博

览会等展览活动，开展直播带货，办好产销对接等活动。办好中

国农民丰收节。争取 1 个国家级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试

点县。

15.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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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担任“链主”，新认定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5 家以

上，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加强对米脂县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子洲县老君殿和横山区党岔镇农业产业强镇、神木市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建设指导。持续推进榆林市明杰农投薯

业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马铃薯深加工项目、定边县中垦乳业奶牛

智慧牧场项目、米脂县小米酵素生态工业园区项目、陕果集团米

脂现代果业产业园区项目、子洲县子洲黄芪中药材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等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建设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 1 个，培

育加工型明星企业 10 家。抓好一村一品和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

鼓励经营主体发展田园综合体，力争实现“国字号”品牌县区全覆

盖。

16.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

合理控制化肥、农药、地膜使用量，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建立绿色防控综合防控示范基地 1.5 万

亩，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 4 万亩，推广生物降解农膜 70 吨。提

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和能源化水平，实施秸秆还田 2 万亩、青储

饲料 60 万吨，建设养殖小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验示范点 6

个，打造绿色高效生产技术推广示范基地 5 个。畜禽养殖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达到 85%，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17.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施智慧农安“123”战略，

打造智慧农安示范县 2 个，标杆示范企业 20 家。确定 10 家经营

主体试点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广应用合格证 15 万枚。

加快发展“两品一标”和全国名特优新、良好农业规范等产品认



— 10 —

证，指导米脂、绥德、子洲做好省级农安县、定边做好国家级农

安县验收工作。开展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营养品质检测工作，

加强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和专项治理，确保全市农产品检测合格

率保持在 98%以上。

（五）以农村改厕为关键，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18.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新建卫生厕

所 2.02 万座，完成摸排发现的问题厕所整改。持续完善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覆盖，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逐步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并推

动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全市 90%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采用“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模式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治理，

充分衔接改厕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提高农村生活污水资源

化利用水平和能力。新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41 个行政村。大力

实施以“八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由“清脏”向“治

乱”拓展，推动村庄清洁行动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19.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展开。动员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提升全市 304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标杆村）建设成果，总结

提炼不同区域的乡村发展模式，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实施好省级

乡村振兴“十百千”创建工程，全力推进榆阳区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区、9 个省级示范镇和 110 个省级示范村创建，力争把郝家桥

建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楷模。

20.加强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编制《榆林市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2022—2025 年）》，建设 1 个大数据中心，3 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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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个系统和多个数字农业示范基地。每季度召开全市农业农村经

济形势分析会，定期发布农业农情农事信息。加快实施信息进村

入户工程，打造提升益农信息社 20 个。推广应用榆林市农业综

合执法监管信息平台，实现农业投入品经营户 100%纳入平台管

理。抓好新增执法事项落地落实。

21.加快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围绕种子、农药、兽药、

肥料、饲料等主要农产品，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督促生产企

业建立健全生产档案，做好案卷评查工作。抓好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处理试点工作，起草《榆林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

办法》并申请立项。建成农业综合执法标准化示范创建单位 2 个，

标准化农资经营门店 10 个。切实做好我市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

培育工作，到 2022 年底，实现全市 55%的行政村有学法用法示

范户。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科学民主合法审查重大行政决策、做

好法治政府建设。

（六）以“三治”融合为路径，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22.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总结推广米脂高西沟

村等 6 个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典型经验，推广榆阳区孟家湾乡

“伙场说事”、大河塔镇“栓正人家”等乡村治理模式。以积分

制、清单制和数字化乡村治理应用为抓手，加强村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自治组织作用，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和文明乡风建设。科学编制村级组织自治事项清单、村级组

织协助政府工作清单、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等。

加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大力建设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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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全面推进农业农村领域“行

业清源”，重点围绕“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农用物资生产经营、

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养殖、渔业生产”整治内容，深入摸排行

业乱象，采取强力措施，再深挖摸排一批问题线索，彻底整治一

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一批长效机制，确保农业行业生产经营秩

序有效规范。

（七）以深化改革为法宝，释放农村发展活力

24.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集体经济整县“清零

消薄”工程，开展“三联一带”帮扶活动，清除剩余 175 个空壳

村，新增经营收益 5 万元以上的一般村 120 个。启动集体经济合

同专项清理行动，持续推进农村集体股权质押贷款，支持村集体

参与“数字乡村”项目。以榆阳、横山为重点，加快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平台应用，力争年底乡镇使用率达到 30%。常态化开展

年度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和集体经济审计工作。

25.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开展

确权登记信息纠错，推广应用标准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加强“一

庭三室”建设和仲裁员培训。在北部风沙草滩区推广榆阳“一户

一田”模式，榆阳试点推进“一组一田、一村一田”，神木、横

山、靖边、定边等整乡整村推进“一户一田”，每年实施 11 万

亩。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推广靖边马季沟、绥德赵家坬等土地集中

流转模式，每年实施 2 万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夯实乡镇审批管理主体责任，依法落实“一户一宅”。支持神木

扎实开展“9+1”内容的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探索熟化一

批制度成果。鼓励采取多种形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利

用土地整理、复垦复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集体经营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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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入市等政策，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26.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经营主体，打造横山区国家合作社整县试点，纳入全国名录

管理家庭农场在 1 万个以上。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施托

管服务示范 50 万亩次。应用中国农服平台，制定市级示范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27.巩固农垦改革发展成果。完善牛家梁农场“耘梦里”田

园综合体、鱼河农场现代农业、马合农场食（药）用菌、鲜食枣、

农垦智能化设施果蔬等 5 个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加大农业新技术

研发、新品种引进开发力度，引进食用菌新品种 6 个，示范新技

术 5 项，开展食用菌工厂化出菇试验，制定地方标准 2 项，完成

食用菌工程技术中心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全市高端食药用菌菌种

研发中心建设。扩大藏香猪、海蓝白蛋鸡、良凤花公鸡等新品种

养殖规模。

（八）以压实责任为重点，强化乡村振兴要素保障

28.压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责任。坚持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完善市级部门推动乡村振

兴责任落实清单制度，夯实县委书记“一线总指挥”责任。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和巩固脱贫成效评估制度，加强考核评

估，严格成果运用。落实市县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乡村振兴联系

点制度，深化党委（党组）书记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建立县

级领导班子成员包乡走村入户、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联户制

度。开展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分管“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

大学习大轮训。开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路径等重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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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入。统筹协调财政、金融、债券等

各类资源，积极争取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政策落地，谋

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用活用好各级各类资金，补上“三农”领

域突出短板。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有技术、有实力

的大型农业企业来榆投资，通过增资增项对农业产业全产业链发

展延链、补链、强链，加快推动榆林现代农业发展进程。配合有

关部门加强农业保险增品提标扩面，提高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

平。加大项目监管力度，把重大农业项目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建

立资金投入绩效评估机制，全面推进绩效管理规范化。

30.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

动，支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全链条开发，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产

业，加快补齐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

险能力。支持脱贫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引导各类资

金资源向脱贫地区倾斜，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产业强镇

等项目重点支持脱贫县，提升帮扶产业规模和质量，带动脱贫人

口增收。

31.加强农业农村系统自身建设。开展局系统干部作风提升

行动，以常态化推进包抓联系责任制为切入口，通过建立整改台

账、强化督导检查、严肃执纪问责、健全考评机制、树立正反面

典型等方式，着力解决“四个意识”弱化、责任意识淡薄、执行

贯彻不积极、协同配合不到位、业务工作不精准等问题，努力造

就一支政治坚定、一专多能、解决难题、推动发展的“三农”干

部队伍。稳步推进《榆林农业志》编写工作。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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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16 个（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022 年部门预算纳入榆林市科技

局），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机关）

2 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3 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4 榆林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5 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

6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

7 榆林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

8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9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

1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

11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12 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

13 榆林市乡村振兴规划发展指导中心

14 榆林市种业工作站

15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16 榆林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2022 年纳入本部门预算编制的二级预算单位与 2021 年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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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758 人，其中行政编制 24

人、事业编制 734 人;实有人员 881 人，其中行政 20 人、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 197 人、事业 664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478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3195.2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13195.2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罚没收入 0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 0 万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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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1745.79 万元，

主要原因一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工资社保，二是

根据市上相关政策，执行工资提标和正常晋档。

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13195.2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 13195.2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事业支

出 0 万元，其他支出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

加 1745.79 万元，主要原因同上。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13195.2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13195.2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事

业收入 0 万元，罚没收入 0 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 0 万元，其他

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2050.79

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工资社

保，二是根据市上相关政策，执行工资提标和正常晋档。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13195.2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支出13195.2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0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2050.79万元，主要原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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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3195.24 万元，

较上年增加 2050.79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

才引进人员工资社保，二是根据市上相关政策，执行工资提标和

正常晋档。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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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195.24万元，其中:

（1）干部教育（2050802）1006.98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7.43

万元，原因一是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人员增加，二是市现代农业

培训中心本年预算增加房屋租赁费 60 万元。

（2）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1）2.79 万元，较上年减少

5.76 万元，原因是退休职工死亡。

（3）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56.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27.07 万元，原因一是退休人员增加，退休费增加；二是 20899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预算功能科目调整到 2080502。

（4）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1439.44 万元，较上年增加 448.78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特

别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养老保险预算增加。

（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719.72

万元，较上年增加 224.39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特别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职业年金预算增加。

（6）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2089999)14.34 万元，

较上年减少 25.39 万元，原因是 20899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支出预算功能科目调整到 2080502。

（7）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290.7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2.68 万元，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部分单位预算存在人

员混编情况，本年以参公单位功能科目预算。

（8）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291.95 万元，较上年减少

72.33 万元，原因同上。

（9）行政运行(2130101)1454.46 万元，较上年减少 26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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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本系统参公事业单位减少，本

科目下支出减少。

（10）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130102）340 万元，较上年减

少 80 万元，原因是本年系统内只有局机关专项业务费在此功能

科目预算。

（11）事业运行(2130104)5982.15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09.22 万元，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本系统参公事业单位

减少，全额事业单位增多，本科目下支出增加。

（12）其他农业支出(2130199)45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20

万元，原因是局属单位专项业务费本年均在此科目预算。

（13）住房公积金（2210201）1146.48 万元，较上年增加

382.8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特别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

引进人员，住房公积金预算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95.24 万元，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1192.6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71.7 万

元，原因是人员增加，特别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

预算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656.23 万元，较上年增加 267.55 万

元，原因是人员增加，公用经费预算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315.49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3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资本性支出（310）30.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9 万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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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本年局机关资本性支出预算增加。

（2）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195.24 万元，

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6550.27 万元，较上年增加 529.47

万元，原因一是 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员工资，二是根

据市上相关政策，执行工资提标和正常晋档；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141.44 万元，较上年增加 60.65

万元，原因是本年公用经费和专项业务费预算增加；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503）20 万元，较上年增加 5 万元，

原因是本年局机关增加资本性支出预算；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5157.13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49.13 万元，原因是人员增加，2021 年新增高层次人才引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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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社保；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506）10.9 万元，较上年增加 5.9

万元，原因是市羊产业发展中心购买办公设备。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315.49 万元，较上年增加 0.63

万元，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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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

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5.8

万元，较上年增加 3.5 万元(28.4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榆林市

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新增一台公务用车。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接待费 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2.5 万元(30.1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规定，

对接待费预算从总量上进行了控制和压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 万元，较上年增加 6 万元(15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榆林市

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新增一台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

元，较上年无变化。

2022 年当年会议费预算 5.5 万元，较上年同口径减少 5.6

万元（50.4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我部门严格执行会

议费管理办法压减会议，对会议规模和范围进行了压缩。

2022 年当年培训费预算 62.8 万元，较上年增加 43.2 万元

（220.41%），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局机关和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增加系统党员干部培训经费。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本部门

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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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1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24 台（套）。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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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2 年当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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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万元、政府采购工

程类预算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政府采购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13195.24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当年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

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427.13 万元，较上年增

加 78.33 万元，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后财政云预算系统

内单位性质未及时变更，部分混编单位公用经费仍统计为机关运

行经费。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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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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反应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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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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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按大

类）

预算数

一、部门预算 131952351.45 一、部门预算 131952351.5 一、部门预算 131952351.5 一、部门预算 131952351.45

1、财政拨款 131952351.45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

出
123352351.45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65502659.09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31952351.45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111926130.30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

出
11414412.32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

部门预算的项目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271289.92

3、机关资本性支出

（一）
200000.00

(2)政府性基金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54931.23
4、机关资本性支出

（二）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
5、教育支出 10069793.58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

补助
51571348.81

2、上级补助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860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

补助
109000.00

3、事业收入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

管理的收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25050.4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291000.00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3154931.23

5、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
10、卫生健康支出 5826649.4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

助

6、其他收入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

设)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

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3090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82266023.99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

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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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11464834.08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

支差额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

金

上年结转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

结转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

余

收入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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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元

单位
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拨
款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
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对附属单
位上缴收

入

用事业基
金弥补收
支差额

上年
结转

上年实
户

资金余
额

其他
收入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

项目

合计 131952351.5 131952351.5

217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131952351.5 131952351.5

217001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7969215.5 7969215.5

217002 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6496989.09 6496989.09

217003 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12417049.32 12417049.32

217004 榆林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318908.74 2318908.74

217005 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 15149449.54 15149449.54

217006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 4900952.06 4900952.06

217007 榆林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 4545311.95 4545311.95

217008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6710257.45 6710257.45

217009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
导中心 2380270.86 2380270.86

21701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 13295805.11 13295805.11

217011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5502672.33 5502672.33

217012 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 4480130.92 4480130.92

217013
榆林市乡村振兴规划发展
指导中心 6791280.94 6791280.94

217014 榆林市种业工作站 4208416.8 4208416.8

217015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22748320.78 22748320.78

217016 榆林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12037320.06 12037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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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元

单位
编码 单位名称

部门预算

合计

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拨
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对附属单
位上缴收

入

上年实户
资金余额

其他收
入

上年
结转

小计
其中：专项资金
列入部门预算

的项目

合计 131952351.5 131952351.5

217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131952351.5 131952351.5

217001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7969215.5 7969215.5

217002 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6496989.09 6496989.09

217003 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12417049.32 12417049.32

217004 榆林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318908.74 2318908.74

217005 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 15149449.54 15149449.54

217006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 4900952.06 4900952.06

217007 榆林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 4545311.95 4545311.95

217008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6710257.45 6710257.45

217009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 2380270.86 2380270.86

21701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 13295805.11 13295805.11

217011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5502672.33 5502672.33

217012 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 4480130.92 4480130.92

217013 榆林市乡村振兴规划发展指导中心 6791280.94 6791280.94

217014 榆林市种业工作站 4208416.8 4208416.8

217015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22748320.78 22748320.78

217016 榆林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12037320.06 12037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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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
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31952351.45 一、财政拨款 131952351.45 一、财政拨款 131952351.45 一、财政拨款 131952351.45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31952351.45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
出 123352351.45

1、机关工资福利支
出 65502659.09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
门预算的项目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111926130.30 2、机关商品和服务
支出

11414412.32

2、政府性基金拨款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271289.92 3、机关资本性支出
（一）

200000.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
入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54931.23

4、机关资本性支出
（二）

5、教育支出 10069793.58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
性补助

51571348.81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860000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
性补助 10900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25050.4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8291000.00 8、对企业资本性支
出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3154931.23

10、卫生健康支出 5826649.40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
金补助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
设)

11、债务利息及费
用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309000.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82266023.99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
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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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本年支出合计 131952351.45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支出总计 1319523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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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31952351.5 116780621.5 6571729.92 8600000

205 教育支出 100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700000

20508 进修及培训 100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700000

2050802 干部教育 100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7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25050.4 22200650.4 1244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181602.4 22057202.4 1244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7900 279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62139.6 465639.6 965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94375.2 14394375.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197187.6 7197187.6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3448 143448

20899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3448 14344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26649.4 5826649.4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26649.4 5826649.4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07115.27 29071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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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919534.13 2919534.13

213 农林水支出 82266023.99 68441395.51 5924628.48 7900000

21301 农业农村 82266023.99 68441395.51 5924628.48 7900000

2130101 行政运行 14544566.96 13191267.36 1353299.6

213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400000 3400000

2130104 事业运行 59821457.03 55250128.15 4571328.88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500000 45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464834.08 11464834.0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464834.08 11464834.0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1464834.08 114648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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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
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
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31952351.5 116780621.5 6571729.92 860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1926130.3 111926130.3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0577180 20577180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673144 14673144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3126308 1312630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947568 4947568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830924 830924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610 11610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447629 6447629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811761 981176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8749996.96 8749996.9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231322.08 6231322.0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4374998.48 4374998.4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15661.04 3115661.04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533638.79 3533638.7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29263.35 2529263.3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29774.34 229774.3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3519.22 153519.22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6788174.52 6788174.52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676659.56 4676659.5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44035 84403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2962.96 2729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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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562289.92 1699560 6571729.92 82910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2143050 708050 1435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79450 289450 9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81000 41000 4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350 32350 10000

30204 手续费 50201 办公经费 1250 1250

30204 手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 5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65000 55000 1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000 19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550000 325000 225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8000 68000 4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45000 200000 45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9000 149000 20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965000 260000 705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0000 50000 11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201 办公经费 550000 55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 1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296150 196150 10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5000 65000 15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195000 95000 10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08490 8490 400000

30214 租赁费 50201 办公经费 40000 400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19840 51984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4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 15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568000 68000 5000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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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58000 58000

30218 专用材料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 20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19500 49500 27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4500 94500 32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28500 278500 5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759922.32 759922.32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43927.6 543927.6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40000 40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00 6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2310640 1673160 557480 8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72560 26400 686160 16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1858400 498400 136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30260 209100 92116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54931.23 3154931.23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252387.6 252387.6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475908.16 1475908.16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096035.47 1096035.47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30600 330600

310 资本性支出 309000 309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200000 20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109000 1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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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23352351.5 116780621.5 6571729.92

205 教育支出 93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20508 进修及培训 93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2050802 干部教育 9369793.58 8847092.14 522701.4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25050.4 22200650.4 1244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181602.4 22057202.4 1244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7900 279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62139.6 465639.6 965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94375.2 14394375.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197187.6 7197187.6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3448 143448

20899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3448 143448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826649.4 5826649.4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826649.4 5826649.4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07115.27 2907115.27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2919534.13 2919534.13

213 农林水支出 74366023.99 68441395.51 5924628.48

21301 农业农村 74366023.99 68441395.51 5924628.48

2130101 行政运行 14544566.96 13191267.36 1353299.6

2130104 事业运行 59821457.03 55250128.15 4571328.8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464834.08 11464834.0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1464834.08 11464834.0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1464834.08 114648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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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合计 123352351.5 116780621.5 6571729.9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1926130.3 111926130.3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0577180 20577180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673144 14673144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3126308 13126308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947568 4947568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830924 830924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610 11610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447629 6447629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811761 9811761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8749996.96 8749996.9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231322.08 6231322.0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4374998.48 4374998.48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115661.04 3115661.04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533638.79 3533638.7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29263.35 2529263.3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29774.34 229774.34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3519.22 153519.22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6788174.52 6788174.52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676659.56 4676659.56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44035 84403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72962.96 2729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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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271289.92 1699560 6571729.92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708050 70805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9450 28945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41000 41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350 32350

30204 手续费 50201 办公经费 1250 1250

30204 手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 50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55000 55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000 1900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325000 325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000 68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000 20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9000 14900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260000 260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50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00 10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196150 19615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5000 65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95000 95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490 8490

30214 租赁费 50201 办公经费 4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4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 15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68000 680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00 6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58000 58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49500 4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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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94500 945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278500 2785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759922.32 759922.32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43927.6 543927.6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 4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2230640 1673160 55748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12560 26400 68616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98400 4984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9100 2091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54931.23 3154931.23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252387.6 252387.6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475908.16 1475908.16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096035.47 1096035.47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30600 3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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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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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合计 8600000

1 全额 8600000

217001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3400000

专用项目 34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3400000

2022 年专项业务费 3400000
1.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2.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

217002 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120000

专用项目 12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20000

2022 年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专项业务费 120000 农产品采购和党建活动

217003 榆林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100000

专用项目 1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00000

农技中心专项业务费 100000 职工灶房屋修缮及餐具等物资购买，保障后勤职工食堂正常运转。

217004 榆林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50000

专用项目 5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50000

专项业务费 50000 专项业务费

217005 榆林市现代农业培训中心 700000

专用项目 7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700000

榆林市2022年市级财政农业专项房屋租赁项目 600000
为确保我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支付我单位房屋租赁费，为认真贯彻落实陕西省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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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 2022 年市市农培中心专项业务费 100000
为确保我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支付各项业务费用，保证我单位工作的顺利进行，弥补公用

经费。

217006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 100000

专用项目 1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00000

2022 年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专项业务经费 100000 确保本单位正常运转，购置绿色防控物品，为全市果业提供技术服务、指导。

217007 榆林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心 1000000

专用项目 1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000000

马铃薯产业发展专项业务费 1000000
项目目标：确保单位日常办公用品及后勤有关管理工作，维持单位正常运转；用于基础设施维修改

造，满足单位生产需要；为全市马铃薯产业发展服务

217008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 600000

专用项目 6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600000

羊产业发展专项业务费 600000
参与全市羊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保障单位日常办公及干部队伍建设，技术指导县区羊产业技术推广

工作，为全市羊产业发展服务

217009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 70000

专用项目 7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70000

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专项业务费 70000 促进本地农副产品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21701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 600000

专用项目 6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60000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600000 该项目资金用于单位日常支出，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217011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200000

专用项目 2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200000

专项业务经费 200000 项目服务于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日常工作及后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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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12 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 90000

专用项目 9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90000

专项业务费 90000 购置农副产品，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217013 榆林市乡村振兴规划发展指导中心 150000

专用项目 15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50000

专项业务费 150000 专项业务费

217014 榆林市种业工作站 70000

专用项目 7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70000

种业工作专项业务费 70000 农产品采购

217015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800000

专用项目 8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800000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800000
保障本单位正常运转，提升党员干部业务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市重大动物疫情稳定，提升畜产品、

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进全市畜牧兽医事业再上新台阶。

217016 榆林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550000

专用项目 55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550000

物业管理 550000 通过政府采购所需的物业服务，为机关的正常运作提供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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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
单位：元

预算单位代码 预算单位名称 预算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代码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名称

项目

类别

资金

性质
备注

** ** ** ** ** ** ** ** ** ** **

注：项目类别指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资金性质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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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内容 规格型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购

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1 550000

213 01 99 1 全额 1 550000

213 01 99 217016
榆林市农业机械

服务中心
1 550000

213 01 99 物业管理
C1204 物业

管理服务
1 302 09 502 01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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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2 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
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

码
单位名称

2021年 2022 年 增减变化情况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预算

会议

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

费

培训

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

议

费

培

训

费小计

因公

出国

（境）

费用

公务

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因公

出国

（境）

费用

公

务

接

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

小计

因

公

出

国

（

境

）

费

用

公

务

接

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公

务

用

车

购

置

费

公务

用车

运行

维护

费

小计

公

务

用

车

购

置

费

公务

用车

运行

维护

费

小计

公

务

用

车

购

置

费

公

务

用

车

运

行

维

护

费

合计 430000 123000 83000 40000 40000 111000 196000 841000 158000 58000 100000 100000 55000 628000 411000 35000 -25000 60000 60000 -56000 432000

217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430000 123000 83000 40000 40000 111000 196000 841000 158000 58000 100000 100000 55000 628000 411000 35000 -25000 60000 60000 -56000 432000

217001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155000 65000 25000 40000 40000 90000 265000 65000 25000 40000 40000 200000 110000 110000

217002
榆林市蔬菜产业发

展中心

217003
榆林市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

217004
榆林市农业综合执

法支队
5000 5000 15000 15000 10000 10000

217005
榆林市现代农业培

训中心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17006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

心
11000 1000 10000 -11000 -1000 -10000

217007
榆林市马铃薯产业

发展中心
80000 60000 60000 60000 20000 80000 60000 60000 60000 20000

217008
榆林市羊产业发展

中心
10000 1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17009
榆林市合作经济与

改革指导中心

217010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

心
28000 8000 8000 20000 28000 8000 8000 20000

217011
榆林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

217012
榆林市农业宣传信

息中心
5000 5000 -5000 -5000

217013
榆林市乡村振兴规

划发展指导中心
20000 20000 8000 8000 -12000 -12000

217014 榆林市种业工作站 36000 20000 16000 50000 10000 40000 14000 -10000 24000

217015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

务中心
40000 40000 40000 320000 20000 20000 300000 280000 -20000 -20000 300000

217016
榆林市农业机械服

务中心
110000 10000 10000 60000 40000 35000 5000 5000 10000 20000 -75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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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市农业农村局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34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4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1.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2.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建阵地建设 ≥10 个

系统党员干部轮训 ≥1次

整理以前年度档案 5年

采购餐厅设备 ≥5台

保障办公楼取暖 10481 平方米

质量指标

党建阵地建设完成率 ≥90%

系统党员干部轮训覆盖率 ≥75%

餐厅设备使用年限 ≥2年

维修改造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党员干部培训费 400 元/人/天

办公楼取暖成本 6.3 元/平方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率 ≥98%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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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榆林市蔬菜产业发展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2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2022 年度，为了加强单位干部队伍建设，预计投入 12 万元，分批次购置符合食品药品检测标准的农副产品和举办党建活动，以达到提高单位业务开展能
力的目的。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党建活动 ≥1次

采购农副产品批次 ≥6次

质量指标 采购农副产品符合食品药品检测标准 ≥98%

时效指标 本年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党日活动单次人均费用 ≤500 元

采购农副产品单次费用 ≥0.5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单位业务开展能力 不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8%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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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农技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职工灶房屋修缮及餐具等物资购买，保障后勤职工食堂正常运转。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食堂墙面处理 ≥120 平米

采购餐具数 ≥50 套

质量指标
墙面处理验收合格率 100%

餐具使用年限 ≥2年

时效指标 墙面处理完成时限 2022 年 12月

成本指标
墙面处理材料及工时费 ≤300 元/平米

餐具价格 ≤60元/套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废弃物排放 符合环保部门有关标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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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年度目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进一步提高农业执法体系建设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党建活动 ≥1次

采购农副产品批次 ≥5次

质量指标 采购农副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指标率 ≥98%

时效指标 本年预算支出进度 ≥96%

成本指标
党员活动单次人均费用 ≤400 元

采购农副产品单次费用 ≥0.4 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副产品企业发展 增加 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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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榆林市 2022 年市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项目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0 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年度目标
为确保我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支付我单位房屋租赁费，为认真贯彻落实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全面提升专
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房屋租赁费 2160 ㎡

质量指标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完成率 ≧95%

三大产业链“四图”的达标率 ≧95%

时效指标 本年全部完成 2022 年

成本指标 每平米 277.78 元 60 万

绩效评价

经济效益指标 增加非税收入 60 万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我中心2022年继续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 提高 10%

全面提升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提高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业技术教育人员继续教育持续发展 提升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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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榆林市 2022 年市级财政农业专项资金项目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 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年度目标 为确保我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及时支付各项业务费用，保证我单位工作的顺利进行，弥补公用经费。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聘人员工资 5 人工资 2800 元/月

质量指标
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完成率 ≧95%

三大产业链“四图”的达标率 ≧95%

时效指标 全部完成 2022.1-2022.12

成本指标 每人月标准 2800 元 10 万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我中心2022年继续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进
行

提高 10%

全面提升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提高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专业技术教育人员继续教育持续发展 提升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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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榆林市果业发展中心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确保本单位正常运转，购置绿色防控物品，为全市果业提供技术服务。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绿色防控物品 ≥50 套

购置农产品 全年采购量≤7万元

引进果业新技术、新品种研发 ≥2个

质量指标
保障单位运转 ≥95%

绿色防控物品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单次购买绿色防控物品 ≥0.1 万/批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果农收入增加率 5%

生态效益指标 能耗节约提高率 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及其他部门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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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马铃薯产业发展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1、确保单位日常办公用品及后勤有关管理工作，维持单位正常运转
2、用于基础设施维修改造，满足单位生产需要
3、为全市马铃薯产业发展服务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施大棚棉被棚膜更换及维修改造 ≥30 个

保障办公区域取暖 1500 ㎡

农业干部下乡人次数 ≤80 人次

采购设备金额 1万元

质量指标

设施大棚维修改造验收合格率 ≥95%

出差人员按标准补助到位率 100%

设备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2022 年底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办公楼取暖 2.43 元/m³

下乡人员食宿补助标准 ≤140 元/人/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周边农户收益增加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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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羊产业发展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目标 1：参与全市羊产业发展规划制定
目标 2：保障单位日常办公及干部队伍建设
目标 3：技术指导县区羊产业技术推广工作，为全市羊产业发展服务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办公楼卫生间、室内门及楼道改造 400 平米

购置设备数量 ≥30 台（件）

质量指标
维修改造验收合格率 ≥95%

项目实施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2022 年底预算支出进度 ≥98%

项目实施期限 2022 年全年

成本指标

办公区域取暖成本 8 元/平米

办公区域用电成本 18.67 元/平米

办公楼卫生间、室内门及楼道改造成本 225 元/平米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全市肉羊品牌市场占有率 ≥80%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就业岗位 ≥200 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全市羊产业养殖技术影响年限 ≥5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养殖户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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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市合作经济与改革指导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促进本地农副产品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完成全年农副产品采购量≤7万元的目标，保障单位正常运行，提升职工履职尽职能力，强化

单位农经工作队伍。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农产品 全年采购量≤7万元

质量指标 农产品质量符合食品药品检测标准 100%

时效指标 2022 年底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单次购买农产品成本 ≥0.1 万/批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农产品企业收益 增加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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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榆林市农垦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目标 1：确保机关正常运转
目标 2：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25 人

农业干部下乡人次数 ≦300 人次

法律咨询服务次数 1次

办公区供暖面积 1400 ㎡

劳务服务人数 ≦4人

采购新设备 ≦10 套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98%

劳务费服务合格率 ≧95%

出差人员按标准补助到位率 100%

培训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100%

法律咨询服务年限 2022 年度

成本指标

出差人员食宿补助 ≦450 元/人/天

法律咨询服务费 2.5 万元

办公区供暖费用标准 2.8 元/月*㎡

设备购置成本 ≦8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履行单位职责 ≧9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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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农安中心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弥补公用经费不足，保障单位正常运行及后勤有关管理工作。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后勤管理人员 4人

购置办公用品及耗材 ≥2次

购置后勤用品及耗材 ≥3次

后勤管理服务人次 54 人

服务办公场所面积 1724 ㎡

质量指标

后勤管理资金到位率 ≥98%

日常工作完成率 ≥98%

后勤管理工作完成率 ≥98%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有效完成计划内各项工作时效 2022 年 12 月底

项目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办公用品及耗材费用 ≥0.1 万/批次

购置后勤用品及耗材费用 ≥0.1 万/批次

后勤服务管理费用 ≥1万/批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履行单位职责 ≥98%

生态效益指标 能耗节约提高率 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及其他部门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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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榆林市农业宣传信息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9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购置农副产品，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农副产品批次 ≥6批次

开展党员活动 ≥1 次

质量指标 农副产品质量符合食品药品检测标准 ≥98%

时效指标
采购完成时效 12个月

本年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全年购买农副产品成本 ≤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副产品企业发展 增加 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8%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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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5 万元

其他资金 0万元

年度目标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进一步提高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建设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党建活动 ≥1次

采购农副产品批次 ≥6次

质量指标 采购农副产品符合食品药品检测标准 ≥98%

时效指标 本年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党日活动单次人均费用 ≤500 元

采购农副产品单次费用 ≥0.5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农副产品企业收益增加 增加 0.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8%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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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种业工作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7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 万元

其他资金 0 万元

年度目标 在 2022 年度为了优化单位职工办公基本条件，预计投入 7 万元，分批次购置农产品，同时确保农产品质量符合标准，以达到提升单位职工办公条件的目的。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农产品批次 5 批次

质量指标 农产品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每两个月采购一次 10个月

本年预算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单次购买农产品成本 1.4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办公基本条件 有所提升

保障单位业务开展能力 不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人员满意度 ≥95%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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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80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目标：保障本单位正常运转，提升党员干部业务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市重大动物疫情稳定，提升畜产品、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进全市畜牧兽医事业

再上新台阶。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后勤用餐、正常办公 160 人次

党建教育培训 100 人次

质量指标
后勤用餐管理、卫生要求达到有关部门要求 100%

党建业务教育培训符合各项管理规定 100%

时效指标 2022 年底支出进度 ≥95%

成本指标
培训每人每天成本控制额 ≤400 元

用餐每人每天成本控制额 ≤30 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畜牧业产值较上年提高 ≥5%

社会效益指标 畜禽养殖户经营收入较上年增长 ≥5%

生态效益指标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90%

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9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职工满意度 ≥90%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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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

主管部门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金额

实施期资金总额 55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5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确保本单位办公区域和房屋所属区域的环境卫生管理、安防服务及职工食堂的管理。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面积 3743 平方米

公共区域保洁次数 ≧2次/天

公共区域地面垃圾滞留时间 ≦1 小时

质量指标
服务合格率 ≧99%

执行物业服务管理标准 100%

时效指标 物业管理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55万元内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效益提高
提高物业管理费资金使用

效益和管理水平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保障单位正常运转能力 进一步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水平提高 创建资源节约型机关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综合服务保障提质增效 后勤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部职工满意度 ≧98%

备 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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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22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名称 榆林市农业农村局

年度主要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支出以及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及

日常工作

12335.24 万元 12335.24 万元

专项业务费
专项业务费，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及日常

工作
860 万元 860 万元

金额合计 13195.24 万元 13195.24 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人员工资和单位正常运转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系统人员公用经费保障 16 个预算单位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16 个局属单位

党建阵地建设 ≥10 个

保障办公楼取暖 ≥100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物业管理合格率 ≥99%

机关办公效率水平 有所提升

时效指标 基本支出 2022 年年底前完成各项资金支出进度要求 ≥98%

成本指标

三公经费 只减不增

费用支出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人员公用经费人均支出 ≤15000 元

年度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产品供给保持稳定 稳定

正常运转保障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职工收入水平 持续增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率 ≥95%

备注：1、年度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2、部门应公开本部门整体预算绩效。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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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22 年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期限

资金金额（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质量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时效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成本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 1：

指标 2：

……

备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2、不管理本级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应公开空表并说明。3、市县根据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统一部署，积极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