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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农业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

农业机械化、兽医、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等农业各领域

（以下简称农业）工作的法律、法规与方针、政策以及县委、

县政府关于农业各领域的决策部署，拟订全县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贯彻涉农

财税、价格、金融保险等政策，提出农业产业保护的政策建

议，推进农业依法行政。

（二）承担完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体制的责任。

（三）指导粮油、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工作，

组织落实促进粮油、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的相

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会

同有关部门指导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负责提出农业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意见，

提出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政策和项目建议，会同财政部

门拟订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拟订农业开发规划并监督实施。

配合县级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有关项目。参与组

织实施种养业、农机农民补贴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四）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

后一体化发展；组织拟订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发展、现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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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地建设等政策与规划并组织实施，提出促进大宗农产

品流通政策和主要农产品进口建议，组织拟订大宗农产品市

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组

织协调“菜篮子”工程有关工作。

（五）承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责任；组织开展

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地方

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依法开展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和质量追溯，指导农

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组织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负责畜禽屠宰管理。

（六）组织开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

（七）负责制定全县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新技术、新机械并组织生产作

业，指导农村机电提灌、机耕道建设，承担农业机械适用安

全监管的职责。

（八）负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动物疫病防治。

（九）承担农业防灾减灾责任，监测、核查农业灾情，

组织种子、化肥、兽药（渔药）、饲料等农业生产救灾物资

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

和灾后生产恢复。

（十）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

经济运行，开展相关农业统计工作；发布农业和农村经济信

息，负责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信息服务。

（十一）制定全县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

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县级农业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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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组织引进农业先进技术，组

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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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管理，指导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负责动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

监督管理。

（十二）负责农业资源区划和资源保护工作。

（十三）负责农村能源建设和资源环境工作。

（十四）负责移民规划安置和后期扶持工作。

（十五）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县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

作，参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承担农民教育和贫困

人口技能培训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

术资格和从业资格管理等工作。

（十六）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

（十七）负责国有农场土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指导

国有良（原）种场的改革与发展。

（十八）承担县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十九）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全县粮食总产预计 74.6 万吨，比上年增长 0.15%。小春

粮食总产 18.3 万吨，大春粮食总产 56.3 万吨。油料总产预

计 8.06 万吨，比上年增长 0.42%。

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24.45 万亩，总产 44.02 万吨。中药

材种植面积 5.9 万亩（其中麦冬 5.7 万亩），总产 1.3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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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其中麦冬 1.21 万吨）。水果种植面积 12.02 万亩，总

产 14.55 万吨。

全县出栏生猪预计 139 万头，牛羊 11.6775 万只、家禽

1420 万羽，预计实现畜牧业产值 47.5 亿元。全县渔业完成

水产品产量 2.011 万吨，预计实现渔业产值 5.57 亿元。

今年获得的荣誉有：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7 年粮食生产

丰收杯、成功申报 2018-2020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项目、生

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5000 万数字农业项目、1300 万

农业产业强镇项目、1150 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等中央、

省级资金项目等。

二、机构设置

三台县农业局下属单位 91 个，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3 个；其他事业单位 87 个（其

中独立核算财政补助单位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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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收、支总计 22175.72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增加 1223.88 万元，增长 5.84%。主要变动原

因是项目增加。

二、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本年收入合计 22175.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17252.82 万元，占 77.86%；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4922.90 万元，占 22.14%；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占 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

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

其他收入 0 万元，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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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本年支出合计 22175.7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735.90万元，占30.92%；项目支出15439.82万元，占69.08%；

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22175.72 万元。与 2017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223.88 万元，增长 5.84%。

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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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7252.82 万元，占

本年支出合计的 77.86%。与 2017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增加 939.98 万元，增长 5.76%。主要变动原因是项目

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7252.82 万元，主

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 万元，占 0.01%；

教育支出（类）24.93 万元，占 0.02%；科学技术（类）支

出 10 万元，占 0.0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707.96

万元，占 3.7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289.22 万

元，占 1.69%；农林水（类）支出 14139.05 万元，占 89.49%；

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680 万元，占 2.69%；住房保障（类）

支出 440.87 万元，占 2.11%；粮食物资储备（类）支出 760

万元，占 4.41%；其他（类）支出 200 万元，占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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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 17252.82 万元，完

成预算 10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

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1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教育（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支出

决算为 24.93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3.科学技术（类）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

支出决算为 1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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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617.27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

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支出决算为 90.49 万

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

照预算执行。

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 88.76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200.46万元，完成预算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 88.76 万元，完成预算 100%，

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9.农林水（类）农业（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

为 894.5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0.农林水（类）农业（款）事业运行（项）:支出决算

为 4051.08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1.农林水（类）农业（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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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为 969.2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2.农林水（类）农业（款）病虫害控制（项）:支出决

算为 320.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3.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行业业务管理（项）:

支出决算为 85.32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4.农林水（类）农业（款）防灾救灾（项）:支出决算

为 31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5.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

（项）:支出决算为 2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6.农林水（类）农业（款）成品油价格改革对渔业的

补贴（项）:支出决算为 19.2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

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7.农林水（类）农业（款）其他农业支出（项）:支出

决算为 5991.84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18.农林水（类）水利（款）农田水利（项）:支出决算

为 4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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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农林水（类）扶贫（款）其他扶贫支出（项）:支出

决算为 66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0.农林水（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

出（项）:支出决算为 2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1.商品服务业等支出（类）商业流通事务（款）其他

商业流通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68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支出决算为 440.87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

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粮油事务（款）其他粮油

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 76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

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4.其他（类）其他（款）其他（项）:支出决算为 20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

按照预算执行。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7252.82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6127.9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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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

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

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等。

公用经费 607.9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

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

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

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等。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17.53 万元，

完成预算 97.39%，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

“三公”经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决算 5.72 万元，占 32.6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1.81 万

元，占 72.37%。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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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 100%。全

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次，出国（境）0 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72万元,完成预算

95.3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 2017 年减

少 0.55 万元，下降 8.77%。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三公”经

费。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

公务用车 0 辆，其中：轿车 0 辆、金额 0 万元，越野车 0 辆、

金额 0 万元，载客汽车 0 辆、金额 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3 辆，其中：轿车 3 辆、越野车 0

辆、载客汽车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5.72 万元。主要用于因公出

行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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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费支出 11.81 万元，完成预算 98.42%。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比 2017 年减少 3.60 万元，下降 23.36%。主

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三公”经费。

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

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 192 批次，1816 人次（不包括

陪同人员），共计支出 11.81 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接待上

级部门检查、指导、督查工作、各县之间业务交流、项目绩

效考评等用餐费。其中：

外事接待支出 0 万元，外事接待 0 批次，0 人，共计支

出 0 万元.

其他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0 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3922.90 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0 万元。

十、 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单位）在年初预算编

制阶段，组织对 54 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 54

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 5 个项目开

展了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还自行组织对 5 个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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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花园镇产业强镇）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全年预算数 1300 万元，

执行数为 1300 元，完成预算的 100%。通过项目实施实现万

亩麦冬标准化种植区的打造，以及麦冬品质提升、加工体系、

生猪熟食品加工、农业主题公园等的建设，全面提升镇域内

麦冬标准化种植基地、“猪-沼-药” 循环种养基地的生产能力、

产业社会化综合服务能力和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引导发展麦

冬、生猪两个主导产业成为产业强镇引领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样板。项目拉动效益显著，预计 2019 年主导产业产值可达

8.55 亿元（麦冬产值 3.45 亿元，生猪产值 5.1 亿元），较项

目实施前增加了 2.7 亿元。极大地提升了花园镇的麦冬、生

猪的生产能力、加工能力和休闲农业的功能，有利于提高项

目区农户的种植技术水平；有利于提高麦冬产品质量安全；

有利于项目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明兴农业主题公

园和枫叶牧场的建设，为开展休闲旅游注入活力；带动农户

实现就地创业就业增收。通过建设种养循环基地、绿色防控

示范区，建立麦冬安全生产追溯系统等项目，减少环境污染，

促进项目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有效恢复

和增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满意度调查，项目实施区的

镇、村、社和农户，以及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龙头企业

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均满意达 95%以上。详见《项目支出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一）》

（2）存在的问题。一是项目建设期太短。产业强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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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金于 2018 年 8 月下达，导致项目推进压力较大；二是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投入偏小。整个项目投入16366.317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仅占总资金投入的 7.9%，对项目实施主体

的撬动作用不明显。三是中央财政投资期太短。若仅投入支

持一年，达不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改进措施。一是建议项目建设期不能一刀切，要

根据作物的生长周期，避开农时季节，合理安排项目建设周

期。二是建议中央财政持续对产业强镇项目的支持，给予 2-3

年的中央财政持续投入支持。三是建议增加中央财政对项目

的补助标准，更好的撬动项目实施主体，进一步做大做强主

导产业。最大限度提升产业效益。

2、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适度规模经营项

目。项目全年预算数 212 万元，执行数为 212 元，完成预算

的 100%。申报编制了《三台县侯华先家庭农场 2018年中央

财政家庭农场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三台县 2018

年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等，经三台县人民政

府批复、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下达适度规模经营项目资金

212 万元，其中：188 万元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

贴种植粮食面积 30亩以上的农户，24万元用于支持 3个家

庭农场，每个农场 8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家庭农场完善基础

设施、提升生产和服务能力等方面；对大户及家庭农场补贴

全部到位。项目指标全面完成，经各级验收完成情况良好。

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二）》

3、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培育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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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建设项目。项目全年预算数 176 万元，执行数为

17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其中 116万元用于培育现代青

年农场主、农民职业经理人、培训新型职业农民，60万元用

于支持 2个专业合作社。实际完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 367人，现代青年农场主 10人，农业职业经理人 10人

（省级调训 1 人，市级调训 9 人），新型职业农民 382 人，

其中种植业种粮大户培训班 90人、畜禽养殖技术培训班 87

人、现代经作产业培训班 70人、水产养殖培训班 60人、农

业休闲旅游培训班 60 人。按照要求利用平台，实行了信息

化管理和服务。石安镇联合蚕桑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永明镇本

源麦冬种植专业合作社 2个专业合作社。项目指标全面完成，

经各级验收完成情况良好。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表（三）》

4、2018 年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植物疫情与农作物病虫灾害防治项目。项目全年预算数

110 万元，执行数为 11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共计完成

绿色防控与穗期统防面积 2万亩，其中性诱技术应用面积 1.8

万亩，释放天敌昆虫 0.2 万亩，穗期用药配方全部选用了低

毒低残留农药，用量比农户自防减少 30-50克下降 15-30%，

防治效果 95%以上，平均损失在 2%以下，防效很好，亩平

增收 200元以上。全县建立 5个群众测报点，监测面积 2万

亩，发布预警信息 10 余期，准确率 90%以上。项目指标全

面完成，经各级验收完成情况良好。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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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项目全年预算数 30 万元，执行

数为 3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为入驻省级追溯平台的 30 个生产经营主体

配备电脑、打印机、扫描枪等追溯设备各一台。60 个产品入

驻省级追溯平台，录入产品批次信息 240 条；为入驻省级农

资监管平台的监管部门质安股增补电脑 3 台，10 个农资经营

门店配备农资监管平台设备各一台，录入农资产品销信息

120 条。指导监管部门、入驻主体运用省级追溯平台和省级

农资监管平台开展追溯管理。项目指标全面完成，经各级验

收完成情况良好。详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五）》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一）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花园镇产业强镇）项目

预算单位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元)

预算数: 13067.2 万元 执行数: 16366.317

其中-财政拨款: 13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300 万元

其它资金: 11767.2 其它资金: 15066.317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通过培育麦冬、生猪两个主导产业，主导产业

产值 5 亿元以上；建设农村电商平台，村村有

信息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休闲农业基础

设施。

通过万亩麦冬标准化种植区打造，麦冬品质提升、加工体系、生猪熟食

品加工、农业主题公园等建设，全面提升镇域内麦冬标准化种植基地、“猪-

沼-药” 循环种养基地生产能力，产业社会化综合服务能力，农产品加工能

力，完成主导产业产值 8.55 亿元以上，实现引领乡村振兴示范区样板。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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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情况
项目完成指标 培育 1-2 个主导产业 培育麦冬、生猪两个主导产业

项目完成指标

新建农村电商平台，农业农村信息

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完善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等

培育有生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川麦冬 1

号、2 号，有区域公共品牌“涪城麦冬”，

通过麦冬加工体系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提高了麦冬、生猪两大主导产业公

共服务能力。

效益指标 新增主导产业产值 5亿元以上 新增主导产业产值 8.55 亿元以上

效益指标
项目镇（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高于所在县域平均水平（%）

2018 年项目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较全县 15593 元高 34.86%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达 90%以上 满意度达 95%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二）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适度规模经营）项目

预算单位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元)

预算数: 212 万元 执行数: 21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1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12 万元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通过种粮大户的补贴，调动种粮积极性，确保

国家粮食生产安全；通过家庭农场建设，壮大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产主体，有效提升家庭农

场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能力，

种粮大户补贴的顺利完成，保护了耕地、促进了土地适度规模流转、调动种

粮积极性，增加了种粮农户收入（如豪发家庭农场收入增加 13.8 万元）和

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3个家庭农场全面完成，提升了家庭农场标准化规范

化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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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情况
项目完成指标

补贴种植粮食面积 30 亩以上的大

户

完成补贴种植粮食面积 30 亩以上的大户

561 户，补贴面积 46 万亩。

项目完成指标 建设 3个家庭农场

侯华先家庭农场、豪发家庭农场、健牛家

庭农场全面完成了项目建设内容，并通过

了验收

效益指标

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有效提升

家庭农场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能力

已完成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达 90%以上 满意度达 95%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三）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项目

预算单位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元)

预算数: 176 万元 执行数: 17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7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76 万元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通过培训，拓展思维，更新了学员理论和专业

技术知识，拓宽了就业增收渠道，为现代农业

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新型培训，既有专家讲座，又有对全省范围内成规模的专合社、种养殖基地、

产业园区的参观考察，为学员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拓宽了就业增收渠

道，达到现代农业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的目的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367

人，现代青年农场主 10 人，农业

职业经理人 10 人（省级调训 1人，

市级调训 9人），新型职业农民 382

人。

举办 5个专题培训班，培训青年农场主、

职业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 387 人。推荐

10 人参加省级青年农场主、10 人参加农

民职业经理人培训。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367 人，其中种植业种粮大户培训班 90

人、畜禽养殖技术培训班 87 人、现代经

作产业培训班 70 人、水产养殖培训班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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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农业休闲旅游培训班 60 人。按照要

求利用平台，实行了信息化管理和服务。

项目完成指标 建设 2个专业合作社。

石安镇联合蚕桑养殖专业合作社和永明

镇本源麦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完成了项目

实施内容，并通过了验收。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达 90%以上 满意度达 95%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四）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植物疫情与农作物病虫灾害防

治）项目

预算单位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元)

预算数: 110 万元 执行数: 11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1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10 万元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术融合，提

高病虫防治组织化程度，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农产品质量达绿色标准。一是项目区域流

行性病害不扩散蔓延、迁飞性害虫不起飞危

害、重大病虫不暴发成灾，二是项目区域专业

化统防覆盖率 40%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在 3%

以下，三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区域较农户自防防

效提高 5%以上、防治成本降低 10%以上、化学

农药用量减少 20%以上。

共计完成绿色防控与穗期统防面积 2万亩，其中性诱技术应用面积

1.8 万亩，释放天敌昆虫 0.2 万亩，穗期用药配方全部选用了低毒低

残留农药，用量比农户自防减少 30-50 克下降 15-30%，防治效果 95%

以上，平均损失在 2%以下，防效很好，亩平增收 200 元以上。全县

建立 5个群众测报点，监测面积 2万亩，发布预警信息 10余期，准

确率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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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

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项目完成指标

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监测及

购买公共服务 2万亩；病虫监

测信息上报完成率≥95%；群

众测报点 5个；发布预警信息

期数 8期；病虫预报准确率≥

90%

已全面完成并通过各级验收

效益指标

新发植物疫情及时上报省农

业厅（12 小时内）；重大植物

疫情不恶性传播蔓延；病虫危

害损失率≤4%；化学农药使用

量减少≥30%

无新发植物疫情；无重大植物疫情恶性

传播蔓延；病虫危害损失率≤2%；化学

农药使用量减少≥36%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达 90%以上 满意度达 95%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五）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2018 年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

预算单位 三台县农业农村局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元)

预算数: 30 万元 执行数: 3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 万元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0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建立健全我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通过入驻省级追溯平台的 30 个生产经营主体，60个入驻省级追溯平台，监

管部门，10 个农资经营门店配备追溯设备和技术指导，建立健全了我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

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入驻省级追溯平台的 30 个生产经

营主体配备电脑、打印机、扫描枪

等追溯设备各一台。60 个产品入驻

已完成并通过各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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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 2018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

展自评，《三台县农业局部门 2018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报告》见附件。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三台县农业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07.96 万元，

比 2017 年减少 24.79 万元，下降 3.92%。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三台县农业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837.43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723.0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114.34 万元。主要用于春、秋季

省级追溯平台，录入产品批次信息

240 条；入驻省级农资监管平台的

监管部门农安股增补齐电脑 3台，

10 个农资经营门店配备农资监管

平台设备各一台，录入农资产品销

信息 120 条。

项目完成指标

指导监管部门、入驻主体运用省级

追溯平台和省级农资监管平台开

展追溯管理。
已完成并通过各级验收

效益指标

建立健全我县我县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

已完成目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达 90%以上 满意度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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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药品；产油大县项目物资；小麦一喷三防物资；种业基

地建设项目肥料；科技示范户种子采购等。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中：授予小微

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三台县农业局共有车辆3辆，其

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3辆、一般执法执

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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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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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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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教育（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指部

门用于安排的培训的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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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部门实施养老

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指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

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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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伤残抚恤（项）:

指反映按规定用于伤残人员的抚恤金和按规定开支的各种

伤残补助费。

11农林水（类）农业（款）行政运行（项）:指反映行

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2.农林水（类）农业（款）事业运行（项）:指反映用

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

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13.农林水（类）农业（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

指反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新品种、新机具、新技术引

进、试验、示范、推广及服务等方面支出。

14.农林水（类）农业（款）病虫害控制（项）:指2016

年决算数为880.05万元，完成预算100%。

15.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产品质量安全（项）:指

反映用于农业质量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投入品监管、残

留监控，农产品质量认证、普查、标准化生产示范等方面的

支出。

16.农林水（类）农业（款）执法监管（项）:指反映

用于农业法制建设、执法监督、纠纷处理、行政复议、安全

生产渔政、兽医医政、防疫检疫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17.农林水（类）农业（款）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项）:

指反映用于农业统计调查与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发布，

以及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等方面的支出。

18.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行业业务管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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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反映用于农业农村政策研究、土地承包管理、审计监督等

农业行业一般性基本业务管理工作的支出。

19.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生产支持补贴（项）:

指反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技

术物化补贴，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农艺技术等方面的支出。

20.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

（项）:指反映对农民专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开展基地建设、质量标准认证等方面的支出。

21.农林水（类）农业（款）成品油价格改革对渔业的

补贴（项）:反映成品油价格改革对渔业的补贴。

22.农林水（类）农业（款）其他农业支出（项）:指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

23.农林水（类）普惠金融发展（款） 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项）:反映对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农业保险

给予的补贴。

24.农林水（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

出（项）:指反映除化解债务支出以外其他用于农林水方面

的支出。

2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商业流通事务（款）其他

商业流通事务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商品

流通事务方面的支出。

26.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 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

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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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

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2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

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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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1.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32.“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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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33.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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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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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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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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 1

三台县农业局部门 2018 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三台县农业局下属单位 91 个，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3 个；其他事业单位 87 个（其

中独立核算财政补助单位 2 个）。

（二）机构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

农业机械化、兽医、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等农业各领域

（以下简称农业）工作的法律、法规与方针、政策以及县委、

县政府关于农业各领域的决策部署，拟订全县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贯彻涉农

财税、价格、金融保险等政策，提出农业产业保护的政策建

议，推进农业依法行政。

（二）承担完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体制的责任。

（三）指导粮油、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工作，

组织落实促进粮油、畜禽、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的相

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会

同有关部门指导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负责提出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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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意见，

提出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政策和项目建议，会同财政部

门拟订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拟订农业开发规划并监督实施。

配合县级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有关项目。参与组

织实施种养业、农机农民补贴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四）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

后一体化发展；组织拟订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发展、现化农业

产业基地建设等政策与规划并组织实施，提出促进大宗农产

品流通政策和主要农产品进口建议，组织拟订大宗农产品市

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组

织协调“菜篮子”工程有关工作。

（五）承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责任；组织开展

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地方

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依法开展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和质量追溯，指导农

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组织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负责畜禽屠宰管理。

（六）组织开展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

（七）负责制定全县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新技术、新机械并组织生产作

业，指导农村机电提灌、机耕道建设，承担农业机械适用安

全监管的职责。

（八）负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动物疫病防治。

（九）承担农业防灾减灾责任，监测、核查农业灾情，

组织种子、化肥、兽药（渔药）、饲料等农业生产救灾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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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

和灾后生产恢复。

（十）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

经济运行，开展相关农业统计工作；发布农业和农村经济信

息，负责农业信息体系建设，指导农业信息服务。

（十一）制定全县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

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县级农业科技创新

体系、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组织引进农业先进技术，组

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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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管理，指导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负责动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

监督管理。

（十二）负责农业资源区划和资源保护工作。

（十三）负责农村能源建设和资源环境工作。

（十四）负责移民规划安置和后期扶持工作。

（十五）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县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职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

作，参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承担农民教育和贫困

人口技能培训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

术资格和从业资格管理等工作。

（十六）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

（十七）负责国有农场土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指导

国有良（原）种场的改革与发展。

（十八）承担县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十九）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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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概况。

截止 2018 年年底，三台县农业局在职 463 人，遗属 63

人，退休 237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 年本年收入合计 22175.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252.82 万元，占 77.86%；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922.90 万元，占 22.14%。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 年本年支出合计 22175.72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7252.82 万元，占 77.86%；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922.90 万元，占 22.14%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根据适用指标体系进

行调整）

（一）部门预算管理。

包括部门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完成、预算编制准确、支

出控制、预算动态调整、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良好，无

违规记录等情况。

（二）专项预算管理。

包括专项预算项目程序严密、规划合理、结果符合、分

配科学、分配及时、专项预算绩效目标完成、实施绩效良好，

无违规记录等情况。

（三）结果应用情况。

包括部门自评质量、绩效目标公开和自评公开、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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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良好。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三台县农业局 2018 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均良好。

（二）存在问题。

资金拨付略有延迟。

（三）改进建议。

完善资金拨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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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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