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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总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107.81 科学技术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07.8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7.22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63.91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上级补助收入 197.05   

本年收入合计 368.77 本年支出合计 457.22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结余） 88.45

收入总计 457.22 支出总计 457.22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专项收入
预算内投
资收入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457.22 88.45 107.81 107.81 63.91 197.0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0.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0.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7.22 88.45 107.81 107.81 63.91 197.05

　05 　气象事务 457.22 88.45 107.81 107.81 63.91 197.05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85.94 78.13 107.81 107.81

　　2200509 　　气象服务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271.28 10.32 63.91 197.0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0.00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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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 ** 1 2 3 4 5 6

合计 457.22 185.94 271.2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0.00

　04 　技术研究与开发 0.00

　　2060499 　　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7.22 185.94 271.28

　05 　气象事务 457.22 185.94 271.28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84.94 184.94

　　2200509 　　气象服务 0.00

　　2200599 　　其他气象事务支出 271.28 271.2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0.00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按支出功能科目类级)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财政拨款收入 107.81 一、本年支出 107.81 107.8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07.8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7.81 107.81  

  专项收入 住房保障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转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107.81 支出总计 107.81 107.8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合计 107.81 107.81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7.81 107.81

　05 　气象事务 107.81 107.81

　　2200504 　　气象事业机构 107.81 107.81

　　2200509 　　气象服务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0.00

　02 　住房改革支出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0.0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合计 107.81 102.92 4.8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2.92 102.92

　30101 　基本工资 27.84 27.84

　3010202 　其他津补贴 2.95 2.95

　30103 　奖金 24.46 24.46

　30106 　伙食补助费

　3010701 　基础性绩效工资 15.00 15.00

　3010702 　奖励性绩效工资 10.00 1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6.76 6.76

　3011204 　其他保险

　30113 　住房公积金

　30114 　医疗费

　3019903 　聘用人员工资

　30199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5.91 15.9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89 4.89

　30211 　差旅费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 ** 1 2 3

　30217 　公务接待费

　30228 　工会经费 1.27 1.27

　30229 　福利费 1.18 1.18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4 2.44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

小计
一般公务出国

（境）费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学术交流合作出

国（境）费

** ** 1 2 3 4 5 6 7

308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2.44 2.4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308004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2021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 ** 1 2 3

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其他气象事务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

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8.1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1.发展和改进以水稻、油菜为主的农事活动气象等级预报，提升气象为农服
务针对性。2.完善和改进作物产量预报技术，开展油菜、水稻等大宗作物和
柑橘特色作物的产量预报，面向农业、果业管理部门开展决策服务。3.建立
柑橘气象服务技术体系，面向柑橘产区开展农事活动、气象灾害预警、气候
品质评价等专项服务。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
标

农用灾害监测业务服务产品 >=53期

质量指
标

服务产品质量达优率 =100%

时效指
标

服务产品发布 >=1次

效益指
标

经济效
益指标

经济效益
减少气象灾害损失

5%
社会效
益指标

为农服务次数 >=50次

可持续
影响指

推广柑橘气象服务技术体系 >=30%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9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灾害风险课题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

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4.23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油茶高产栽培农业气候综合区划、油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形成业务规范
与流程并投入业务服务。提出1项以上油茶防灾减灾适用技术、高产高效栽培
复合经营模式。建立1个以上油茶高产高效栽培气象保障示范林，开展气象适
用技术的示范、培训和宣传。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编发服务指导材料 >=10项
质量指标 油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图空间分辨率 =1公里
时效指标 服务指导提前发布时间 >=3天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油茶茶果产量 >=5%

社会效益
指标

建立油茶高产高效栽培气象保障示范
林

>=1个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气象灾害监测 >=30天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用户满意度 >=9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灾害风险课题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

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29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分析研究江西省3～4月低温灾害频率和强度；明确不同秧龄的早稻秧苗对低温
灾害的对抗能力，以及低温灾害发生后的可防御性，综合评价利用早春热量资
源提前播种早稻的利、弊风险，提出早稻合理早播的咨询建议，形成农业气象

适用技术并联合农业部门示范推广，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早播气象服务次数 >=10次
质量指标 区划与评估完成质量 =100%
时效指标 区划与评估完成时效 =100%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5%

社会效益
指标

农业气象适用技术推广率 >=3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升早稻秧苗对低温灾害的对抗能力 >=5%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用户满意度 >=9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灾害风险课题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本工程建设，基本建成适应江西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
业防灾减灾、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等需要，与
气象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结构科学、功能先进，省、市、县、乡四级布局的现代农

业气象业务与服务体系。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农业气象试验示范基地布局 >=2个
质量指标 农业气象业务服务能力提升 >=10%
时效指标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短期预报准确率提升 >=10%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农业经济效益提升 增产增收5%

社会效益
指标

认可度提升 >=3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达标率 =90%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灾害风险课题
主管部门 江西省气象局 实施单位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

心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01-0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66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绩效目标

分析确定柑橘黄龙病气候区划指标。通过走访调查、历史资料等方式，收集我省各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建立柑橘黄龙病适宜性发生气候风险区划 >=1个
质量指标 柑橘黄龙病气候风险评估模型运算良好率 评估模型运算良好
时效指标 按时建立柑橘黄龙病气候风险评估模型 =1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提升柑橘产量稳定水平 >=5%

社会效益
指标

减少气象灾害对柑橘的影响力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高柑橘对气候的适应能力 >=5%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