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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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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向社会培养和输送化工机电模具等专业中等技术人才，六十年来

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人才。 

二、部门基本情况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编制数 134 人，其中全额补助事业编制 122

人，自收自支编制 12 人。截止 2018 年 1 月 1 日实有在职人数 98 人

(2017 年 11月份退休 1 人)，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46人(2017年

9 月份减少 1 人，2017 年 11月份增加 1人)，退休人员已全部纳入社

保管理，遗嘱人员 4 人。2018 年我校预计有在校学生 3508 人，全部

是中专学历学生。 

    学校共设置校办、党办、财务科、教务科、学生科等 16个

职能科室。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8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8 年我校收入预算总计为 2726.25 万元，较去年减少 413.03

万元，主要因为本年结转金额较上年减少 434.17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1471.6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7.14 万元；事

业收入 108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6 万元；财政拨款结转资金

165.64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34.17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8年我校支出预算总额 2726.25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总计 1968.83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减少 130.8 万元，包括：基本支出工资福利支出 1760.3 万元，

基本支出商品服务支出 171.74 万元，基本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 25.41 万元，基本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 11.38 万元;项目支出总计

757.42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减少 282.23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



 

务支出 582.0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0万元,其它资本性支出

155.4 万元。基本支出及项目支出均较上年减少，主要为年内有退休

人员情况，及结转项目资金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减少情况。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功能科目合计预算支出 2726.25 万元，其

中教育支出 2551.1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413.03 万元；主要

因为本年结转金额支出较上年减少 434.1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53 万元，与去年持平；住房保障支出 22.1 万元，也与去年一致。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760.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增加 95.2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53.7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215.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5.4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减少 332.65 万元;其它资本性支出 166.78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增加 40.33 万元。工资支出增加而个人和家庭减少，是因为收支分类

科目改革，公积金支出由原来的个人和家庭支出列支到了工资福利支

出下。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我校财政拨款支出总额为 1471.6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

排增加 27.14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划分:教育支出 1296.5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5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2.1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基本支出 1237.3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



 

减少 89.01 万元，其中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1117.92 万元，商品和服务

支出 97.9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支出 10.11 万元，其它资本性支出

11.38 万元；项目支出 234.2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16.15 万

元，其中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 199.85万元，其它资本性支出 34.4 万

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18年我校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8年我校机关运行经费预算金额为零。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我校政府采购总额 183.7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45.7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121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7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我校共有车辆 6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3 辆，3 辆车停止运行。 

2018年我校未安排购置车辆预算及购置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

设备预算。 

 

(八)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8 年我校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0 个（部门预算中 200 万



 

元以上的，且进行了绩效评审的项目），涉及资金 0 万元。 

二、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我校“三公”经费预算总计金额 23.64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用事业收入经费安排 1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 万元, 

主要原因是：相关出国文件出国经费额度上调。 

公务接待费用上年结转资金安排预算 6.81 万元，比上年减少

0.19万元, 与去年基本持平。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用上年结转资金安排预算 6.83 万元，比上年

减少 8.77 万元, 主要原因是:公务车实际在用车辆数较上年减少。 

 

第三部分 江西省化学工业学校 2017 年部门预算表 

     八张表（详见附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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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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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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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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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