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7 年度部门决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第三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

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是 1954 年成立的一所工科类学

校，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是二级预算单位，单位执行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主要是培养化工、机电、模具等专业中

等技术人才，继续加大实训设备投入及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综

合素质，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我校 2017 年年末编制人数 134 人，事业编制 134 人（其

中财政补助拨款编制人数 122 人，自收自支人数 12 人）；年

末实有人数 99 人，其中在职人员 98 人，离休人员 1 人；

年末学生人数 3450 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7 年度部门决

算表

九张表（详见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校 2017 年度收入总计 3305.27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和

结余 317.01 万元)，较上年 3236.14 万元增加 2.14%,本年收

入合计 2988.26 万元，较上年 2476.28 万元增加 511.98 万

元，提高 20.68%，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年底我校收到下拨 2017

年质量提升资金 121 万元,一次性追加项目经费 282.8 万元

和 2017 年收到下拨 153 万元养老保险费。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2766.09 万元，

占 92.57%；事业收入 222.17 万元，占 7.43 %。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校 2017 年度支出总计 3305.27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合计 2997.77 万元，较上年支出 2636.33 万元增加了 361.44

万元（提高 13.71%），主要原因是因为 2017 年补扣了我校教

职员工 2014 年 10 月之后的教职工养老金 133.43 万元和教

职工职业年金 97.83 万元入了支出，2016 年结转的项目资金

2017 年开支了 228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307.5 万元，较上

年减少了 292.31 万元（下降 48.73 %），原因为 2017 年加快

了项目支出的支出力度。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1727.82 万元，占

57.64%；项目支出 1269.95 万元，占 42.36%。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校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444.47 万

元，决算数为 2766.0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91.50%，主

要原因是：追加 2017 年免学费助学金收入 711.02 万元，追

加人员经费 205 万元（工作经费补助 205 万元），追加公用

经费 10.5 万元（特聘专兼职教师劳务费 10.5 万元），追加

了质量提升专项资金 121 万元，追加 2015 年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经费232.80万元,2015年专项补助50万元,同时调

减收回退休等人员经费 8.7 万元（年初预算中在职员工因退

休等原因人头费减少 8.7 万元）。

按功能分类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

2044.28 万元，决算数为 2775.6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5.77%。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校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515.02

万元，按经济分类科目分：工资福利支出 1293.30 万元，较

上年 749.56 万元增加 543.74 万元，增长 72.54%，主要原因

是：我校补提了教职员工 2014 年 10 月之后的教职工养老金

133.43 万元，和教职工职业年金 97.83 万元，共计 231.26

万元做了支出，2016 年有部份工资福利支出是在项目支出中

开支；商品和服务支出 105.51 万元，与上年 123.58 万元，

基本持平；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09.76 万元，较上年



331.05 万元减少 221.29 万元，下降了 66.84%，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免学费直接使用，事业收入减少，部份对个人和家庭

支出进了项目支出，退休人员 46 人进社保 2017 年退休费减

少）；其他资本性支出 6.45 万元，较上年 211.17 万元减少

204.72 万元，下降 96.95%，主要原因是：2016 年因有 2015

年结转的实训基地购设备的固定资产入账。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校 2017 年度“三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经费支

出年初预算数为 22.6 万元，决算数为 8.96 万元，完成预算

的 39.65 %，决算数较上年 9.15 下降 2.08%，其中：

1、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

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决算数 0 万元较上年 5.9 万元

减少 5.9 万元，主要原因是：2017 年因没有因公出国批复所

以没有安排因公出国预算。

2、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 万元，决算数为 0.19

万元，完成预算的 2.71%，决算数较上年 1.35 万元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是：外单位来人基本吃盒饭，很少在学校食堂吃桌

饭，外出酒店吃饭就更少，节约了全年的招待费用。已结转

6.81 万元留待 2018 年使用并调减预算。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 15.6 万元，

决算数为 8.77 万元（全部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完成预

算的 56.22%，决算数较上年与 7.8 万元基本持平，已结转



6.83 万元留待 2018 年使用并调减预算。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我校是行政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我校 2017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54.53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80.21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51.73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2.6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 254.53 万元。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7年度我校无200万以上项目预算，没有开展绩效目标

评价。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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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一) 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专教育（项）：

反映各部门举办的各类中等专业学习的支出。

(二)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支出。

(三)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

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