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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有关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法规。

（二）做好技术服务、信息工作和兴农网络建设。

（三）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烟草部门关于烟叶生产的各项方针、政

策，服务全县烟叶生产。

（四）会同县有关部门对全县各乡镇农业产业化考核目标进行评价。

（五）负责全县推进农业产业化服务的调研及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数据库等

日常工作。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设综合股、产业服务股、网络服务股等 3 个

内设机构。

二、本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机构设置

本单位部门预算仅包含本级预算，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部门共有编制 12人，其中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 12人；实有人员 17

人，其中在职人员 13人，离退休人员 4人。

三、2021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一）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链发展。按照县委《睢县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

案》要求，依据我县辣椒和草莓发展实际，制定产业链发展规划和实施专案，

稳步推进产业链发展。在河集乡吴庄建设剁椒车间，上一条灌装生产线，注册

“辣动睢州”、“凤城椒子”品牌。在城关镇袁庄草莓东区建立草莓组培车间

及土壤检测化验中心，以科技促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升。

（二）做好教授工作站服务工作。中国农业大学睢县教授工作站已在睢县

行政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中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县政府签订了共建

河南商丘教授工作站的合作协议，中国农大食品工程学院、园艺学院、农学院

将在睢县建立教授工作站，为睢县的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科

学决策、产业结构调整、乡村五大振兴规划设计等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指导，

以科学指导和科技支撑助推我县产业扶贫工作。

（三）建立产业链长制。围绕辣椒、芦笋、草莓等主导产业，县四家领导

分别任主导产业链链长，县委副书记龚学超、县人大副主任闫业忠任辣椒链链

长;县委常委县统战部部长冉燃、县政协副主席王猛任芦笋链链长；县委常委县

政府副县长王昱任草莓链链长;县政府副县长刘秋玲任“南笋北椒中果药”链链

长，每个链长下有服务单位，组成一个班子。每个产业链对接一所大学，辣椒

产业链对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芦笋产业对接北京农科院芦笋研究所，



草莓产业链对接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和经管学院，药材产业链对接河南科技

大学农学院。

（四）着力培育产业龙头带贫企业。围绕我县芦笋、辣椒、果蔬等优势脱

贫产业，重点培育扶持城郊中顺农业、潮庄芦笋产业园、城郊云腾农业科技产

业园、城郊宏泰禽业、城关凤彩农业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利用大型农业企业的

先进加工技术，品牌优势，销售渠道，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

升综合效益，提高辐射带动能力，增加贫困户收入。目前睢县已在河集乡、城

郊乡等建成 4 个辣椒加工车间，在潮庄镇、匡城乡等建成 5 个芦笋鲜笋交易市

场。

（五）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在服务产业链方面做到“四有”:有协会、有

田间学校、有党支部、有专家服务团。一是特色产业专家服务团在我县持续开

展新品种的选育、新技术的推广、新设备的研发及新技术的指导培训。二是我

县已成立草莓协会，并成立了党支部。三是创建农民田间学校。分别在白楼乡

阮洼村、城郊乡李庄村、城郊乡保庙村新建农民田间学校三所。进一步加大贫

困村、贫困户产业发展培训力度，突出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技“三结合”，

提高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能力，确保致富有基础、脱贫有支撑。

（六）加大产业发展投入。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扶持我县芦笋、

辣椒、果蔬等优势产业，资金项目上优先安排，着力倾斜，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促进产业链持续延伸，加快建立主导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体系，提高我县

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扶贫产业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

（七）精准谋划产业项目。2021 年产业项目的谋划，紧紧围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确保持续稳定脱贫”的总体目标，按照“擦亮点、连成线、扩成带”

的思路，着力在“四镇四带”（ 芦笋小镇、辣椒小镇、云腾生态小镇、草莓小

镇及 s211、s214、G343、惠济河沿线等产业带）上下功夫，在“特色项目”上

做文章。“四镇四带”主要是照顾偏远乡镇和发展主导产业的乡镇，“特色项

目”是为了解决非贫困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和脱贫摘帽的问题。产业项目谋划

实施将进一步夯实稳定脱贫、防返贫的基础。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机关本级预算：

一、部门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本部门收入预算 1507762 元，其中财政拨款 1507762 元，纳入预算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0 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0 元，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

付收入 0元，结余结转资金 0元，零余额账户结转 0元，收回的存量资金安排 0

元，其他收入 0元。支出预算 1507762 元，其中基本支出：工资福利支出 1023002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84760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0 元；项目支出：生



产建设和事业发展专项支出 0 元，工资福利性支出 0 元，商品和服务性支出 0

元，其他专项支出 0元。

二、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收支预算合计 1507762 元，较 2020 年收支预算总计 2800362

元减少年 1292600 元，减少 46.16%。主要原因：烟叶税减少，项目支出减少。

三、事业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睢县农业产业服务中心 2021 年事业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273766 元，主要保

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为 0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元，公务接待费 0元，会议费 0元，2021 年“三公”

经费支出与 2020 年相比减少 0元。主要原因：2020 年公车改革车辆取消。

五、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0 元。

六、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2020 年，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共有 0 辆公务用车，单位

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台（套）。

七、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开展预算绩效自评涉及资金 0 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是指部门取得的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

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

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以前各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

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开

支，其内容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是指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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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

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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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八、事业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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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21 年度部门预算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1表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金 额 项 目 合 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管

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

罚没收入

财政专

户管理

的教育

收费和

彩票发

行费

政府

性基

金收

入

提前告知

专项转移

支付(指

标)

公共财

政结余

结转资

金

政府

性基

金结

转资

金

零余

额账

户结

转

收回

的存

量资

金安

排

其他

各项

收入

一、财政拨款 1,507,762一、基本支出 1,507,762 1,507,762

二、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没收入 1、工资福利支出 1,023,002 1,023,002

三、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和

彩票发行费

2、商品和服务支

出 484,760 484,760

四、政府性基金收入

3、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五、提前告知专项转移支付(指

标) 二、项目支出

六、公共财政结余结转资金

1、生产建设和事

业发展专项

七、政府性基金结转资金 2、工资福利性

八、零余额账户结转 3、商品和服务性

九、收回的存量资金安排 4、其他专项支出

十、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507,762 本年支出合计 1,507,762 1,507,762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预算 02 表

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名称)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

管理的行

政事业性

收费和罚

没收入

财政专户

管理的教

育收费和

彩票发行

费

政府性基

金收入

提前告知

专项转移

支付(指

标)

公共财

政结余

结转资

金

政府性

基金结

转资金

零余额

账户结

转

收回的

存量资

金安排

其他各

项收入
类 款 项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507,7621,507,762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1,507,7621,507,762

208 05 05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5,911 115,911

210 11 02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事业单位医疗 45,640 45,640

213 01 04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事业运行 1,273,7661,273,766

221 02 01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住房公积金 72,445 72,445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1,507,7621,507,762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3 表

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名称) 功能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1,507,762 1,507,762 1,023,002 484,760 0 0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4 表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总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

金财政拨款

缴入预算管

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

罚没收入

财政拨款 1507762一、一般公共服务

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二、外交

政府性基金 三、国防

四、公共安全

五、教育

六、科学技术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115911 115911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医疗卫生 45640 45640

十一、节能环保

十二、城乡社区事务

十三、农林水事务 1273766 1273766

十四、交通运输

十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

事务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72445 72445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预备费

二十三、其他支出

二十四、转移性支出

二十五、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六、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收入合计 1507762 支出合计 1507762 1507762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5 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

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

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1,507,762 1,507,762 1,023,002 484,760 0 0

305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1,507,762 1,507,762 1,023,002 484,760 0 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15,911 115,911 115,911 0 0 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640 45,640 45,640 0 0 0

213 01 04 事业运行 1,273,766 1,273,766 789,006 484,760 0 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72,445 72,445 72,445 0 0 0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6 表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经济分类
科目名称 总计 财政拨款

纳入预算管理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罚

没收入类 款

** ** ** 1 2 3

1,507,762 1,507,762 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23,002 1,023,002 0

01 基本工资 591,842 591,842 0

02 津贴补贴 132,600 132,600 0

03 奖金 58,043 58,043 0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15,911 115,911 0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5,640 45,640 0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6,521 6,521 0

13 住房公积金 72,445 72,445 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4,760 214,760 0

01 办公费 19,000 19,000 0

11 差旅费 2,000 2,000 0

39 其他交通费用 98,760 98,760 0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5,000 95,000 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70,000 270,000 0

05 生活补助 270,000 270,000 0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7 表

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

代码
单位（科目名称） 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商品和服

务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

** ** ** ** ** 1 2 3 4 5 6

合计 0 0 0 0 0 0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8 表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预算数

共 计
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2、公务接待费
0

3、公务用车费
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2）公务车购置 0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公开 09 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

和经济发

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

项目
其他项目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睢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




	本单位部门预算仅包含本级预算，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人员构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