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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全省现代农业气象发展规划编制，指导全省农

业气象业务发展布局。

2．负责省级农业气象业务、服务产品的制作和发布，

根据服务需求研发新的产品和指标体系，负责对市、县级相

关业务的指导。

3．承担农业气象咨询服务，负责与农业、林业等省直

涉农部门相关业务的对接并具体实施。

4．承担全省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报、预警和评估，

负责区域农业气象灾害联合防御。

5．负责农业气候资源普查评估与开发利用，承担农产

品气候品质评估、农业气候区划、政策性农业保险气象服务、

农业气象适用技术开发推广、农业气象科技扶贫等工作。

6．承担农业气象应用技术研究、业务服务系统建设与

维护、业务试验任务。

7．负责省级特色农产品气象中心、国家级农业气象试

验站的业务建设与指导，组织实施联合科研、联合服务工作。

8．牵头全省深化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象灾害防

御体系建设的技术指导工作。

9．承担江西省新农村建设网的日常运行管理。

10．负责与国家级农业气象业务单位的联系，承办上级

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2021 年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编制人数小计 20 人,其中：



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20 人,实有人数小计 9 人,其中：在

职人数小计 9 人,包括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9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457.22 万

元,较上年增加 272.28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07.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8.2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197.0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97.05 万元;其它收

入 63.9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63.91 万元;用事业基

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58.93 万元;

其它资金结转结余 88.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88.45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 457.22 万

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85.94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1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63.24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22.7 万元。项目支出 271.28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增加 271.28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212.78 万

元,资本性支出 58.5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7.2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72.28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63.24 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增加 9.9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35.48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03.87 万元;资本性支出 58.5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58.5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 年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107.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8.2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7.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8.2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基本支出 107.8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18.2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02.92 万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4.89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1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22.7 万元，比 2020 年

预算减少 8.91 万元，下降 28.19 %。

按照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的口径，

机关运行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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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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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

预算 0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

公务用车 1 辆。

2021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八）二级项目情况说明

二级项目概述：通过本项目的实施，现代农业防灾减灾

气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业气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

用能力进一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的气象保障更加有力。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部门本级有 5 个二级项目。

1. 三农气象服务支持平台（详见附表）



2. 油茶高产高效栽培气象保障关键技术研究（详见附

表）

3. 十三五规划三大工程气象现代化重点工程（详见附

表）

4. 早春气候资源在水稻生产中的利用技术研究（详见附

表）

5. 气候变化背景下江西省柑橘黄龙病气候发生风险评

（详见附表）估与区划研究

二、2021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 2.44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 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44 万元,比上年减 0.08 万元,

主要原因是： 厉行节约压减三公经费要求 。

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增（减）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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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

金。

二、支出科目

（一）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反映政府用于自然资

源、海洋、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二）气象事业机构：反映气象事业单位（不包括实行

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三）其他气象事务支出：反映其他用于气象事务方面



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