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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区科协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管理全区自然科学界的

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科技团体的健康发展，指导乡镇、街道办

事处（包括城市社区）科协的业务工作。 

2.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科技和经济建设，促进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促进学术交流同科学研究相结合，推动决

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3.负责组织全区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捍卫科学尊严，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 

4.开展科技与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和科技下乡活动，促进科技成果

的转化；组织指导相关学会、协会承担项目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科

技成果鉴定。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技术职称评审等任务。 

5.开展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推广普及先进实用技术，提高人民

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6.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校外科技教育基地的作

用，提高青少年科技素质。 

7.开展国际民间科学技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内外科学技术团体

和科技工作者的友好往来。 

8.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2017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1.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有突破进展        

（1）制定方案，行动有指南。代区政府起草《玉溪市红塔区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并已发文至各

成员单位。方案明确了未来 5 年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明晰了各成员

单位工作职责，制定了相应措施。要求区各《纲要》成员单位把有关

任务纳入本街道、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年末，区政府进行综合考核。 

（2）整合资源，素养有提升。协同配合成员单位，合力推动群

众性科普工作的有序开展。整合成员单位资源优势，采用展览、讲座、

知识抢答、网络宣传、广场发放资料等形式，加大“三下乡”、“科技

周”、“全国科普日”活动宣传效应，把科学、生态、绿色、文明、健

康知识送到学校，送到社区，吹进乡村，据不完全统计，科普率同比

往年略有上升。 

（3）牵手党校，培训有亮点。于今年 6 月，积极承办红塔区领

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班培训科协主体班培训，历时 2天，内容为：跟

踪世界科普教育新走向，铸建创新驱动社会基础；党课；吃好三餐保

健康；反邪知识；了解新闻原理，做好科普信息宣传。提升了领导干

部科学素养，反响甚好。 

2.“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实施良好 

（1）积极争取各级科普项目经费是保障。红塔区科协 2017 年通

过扎实开展工作，年度争取省级科普项目 6 个，争取上级科普专项经

费 63.82万元，其中：争取中国科协项目资金 12万元、云南省科协



项目资金 28万元、玉溪市科协项目资金 23.82万元。用于支持 2016

年—2017 年重点科普工作的开展，树立科普工作样板。 

（2）.科普惠农行动计划项目立项规范开展。2017 年争取省级

科普项目 6 个，科普工作正有序开展。 

（3）完善科普惠农行动计划项目、项目资金到位。16年项目资

金下达率达 100%， 2017年红塔区科协对省级科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和科普专项经费项目和资金进行了逐个初步验收，各个项目评价

较好，目前正在等待上级科协检查验收。 

（4）建立科普惠农行动计划项目及资金管理制度。依据省市有

关规定，制定了《红塔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玉溪市红塔区科普示范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红塔区科协

科普专项资金财务管理制度》、《红塔区科普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红

塔区科普项目管理制度》，进行科普类项目财务资金和业务档案规范

管理，同时，参照财政和基层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5）农函大办学成效突出。在农函大玉溪市分校的精心指导下。

今年，红塔区农函大辅导站紧紧围绕全区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劳动技能提升的要求办学，先后在 25个村（居）委会，开办了计算

机、养殖、烤烟、蔬菜、花卉等 6个专业农函大班 26 个，培训学员

1402人次。超额完成农函大 1100 人次的培训任务。农函大结合现有

产业举办实用技术培训 36 期，培训学员 5658 人次，办学任务已如期

完成。 

（6）农技协服务明显提升。完成规范化农技协建设 7个，示范



农技协建设 10 个。现在，红塔区共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47个，会

员 6944 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挥了良好的带领农民干的科普引领

作用。 

3.科普宣传渠道有效拓宽 

（1）打造联合性主题科普宣传品牌。组织大型特色有影响力的

科普宣传活动。利用 “三下乡 四进社区” 、“科技活动周”、“全国

科普日”、“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四次大型活动机遇，在城区、乡街

道、村、社区、学校利用社会力量组织科普活动 35次、展出展板 330

块次、参加活动人员达 39318 人次。办橱窗 45 期，展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挂图 610份，广播宣传 72 次，放映远程教育科普片、VCD 22

场，观看人数 2123人次，科技咨询服务 650 人次。发放《生命与建

康》、《地球与环境》、《反邪教宣传材料》等 26000册、《红塔科普报》

6 期 5000 份。4 次更新玉兴路科普宣传长廊宣传内容。营造了浓浓科

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氛围。 

（2）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活动。一是依托社区科普，提高

城乡居民科学素质。充分发挥各级科普示范社区科普示范作用，大力

开展各种科普活动，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倡导健康生

活方式，推进科学普及，共开展科普活动 55 次，主题科普宣传 3次，

参加人员 17556人次，科普咨询 281人次，科普展出 27次，展出展

板 350 块次。二是区科协探索社区科普大学办学，在金州社区、高龙

潭社区示范建设科普大学教学点，取得良好经验，年内，培训期数

10 期，培训人员 650 人次，其中妇女 320 人次，发放教材 456 本，



科普大学走出了开始系统的对社区居民进行科普培训之路。三是开展

科普下乡、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举办科普进校园 5场，展出展板

120 余块次，学校师生、群众参与人数 1200 余人次，发放《红塔科

普报》6 期 2200 份，《生命与建康》、《地球与环境》、《反邪教宣传材

料》等 20000 余册。四是扎实开展 2017 年云南省“百名专家科技下

乡”活动，组织 100 余名辖区居民到北苑社区科普活动室参加“医疗

保健及卫生健康知识讲座”。 

（3）新型科普宣传平台效果凸显。一是区科协建成互联网科普

网站 1 个，浏览人数 9537 人次。二是开通扩大微信公众号 1 个，发

送信息 80 条。三是开通科普中国 v视快递数 3个。四是正加快 3个

乡村@站、8 个校园@站、5个社区@站建设，旨在提升科普知识传播速

度，扩大传播面，使科学普及传播更快捷，更方便，更实用。  

4.青少年科学素养、创新能力明显加强 

有效发挥青科中心青少年校外科普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提高

全区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一是精心组织开展红塔 2017 年“流

动科技馆巡展”活动，完美收官。二是做好 33 届科技创新大赛的组

织申报工作和机器人竞赛活动。三是利用有限的培训场所，坚持兴趣

培养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努力为广大青少年提供舞蹈、乐器等

兴趣与特长培训。  

5“科技工作者之家”纽带维系牢靠 

一是切实加强对学会的指导工作，适时对区属 11个学（协）会

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按照各学（协）会章程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及财务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定期到各学会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发挥学

会人员专业多、人才多、实践经验丰富，服务态度认真的优势，积极

组织学会参与“三下乡、四进社区”、“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

等大型科普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科技咨询服务、科技培

训、专题讲座等科普活动。                                                                                                                                                                                                                                                                                                                                                                           

6 科协组织自身建设、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党员干部自身素质。按从严治党一系列

要求深入推进“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三会一课”

活动。二是切实转变作风，坚决落实中央关于作风建设的“八项规定”、

“六个严禁”和省、市、区有关要求，纠正“四风”，严格执行公务

用车、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管理、节假日领导干部外出报备相

关规定。三是修改科协“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完善主要领导末

位表态制度、四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四是实行上班指纹打卡考勤管理

制度。五是保密管理工作明显加强。五是信息收集编撰上报工作有效

提升。六是做好 2016 年度档案收集、整理、归档、电子录入工作。

七是坚持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抓好“挂包帮、转走访”结对帮扶工作，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次，下拨帮扶资金 10000元。五是保密管理工作

明显加强。八是认真对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扎实

做好单位综治工作，积极参与“长安杯”创建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

定。九是深入开展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十是经多方沟通、协调，

已完成区级下达的 2000 万元招商引资和 78万元争取上级资金任务。

十一是积极配合做好王大户社区美丽宜居乡村之统规联建工作。配合



挂钩包村联系点春和街道王大户居委会，扶贫联系点北城街道刺桐关

七组两地开展社管综治维稳调研工作四次，落实创安经费 2 万元，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区科协 2017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 1个。其中：行政

单位 1 个。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区科协 2017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9 人。其中：事业编制 9人；在

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 9 人（含行政工勤人员 1人）。 

离退休人员 8 人。其中：离休 0 人，退休 8 人。 

实有车辆编制 1辆，在编实有车辆 1辆，为云 F98516。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区科协决算总收入 2480312.68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465312.68元，占总收入的 99.40%,上级补助收入 0 元，占总收入的

0%；事业收入 0 元，占总收入的 0%；经营收入 0 元，占总收入的 0%；

附属单位缴款收入 0 元，占总收入的 0%；其他收入 5000元，年初结

转结余 10000 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361032.14 元，主要原因是规范、

调整工资结构，人员经费有所增加。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总支出 2480312.68元，其中：基本支出 2189271.35 元，

占总支出的 88.27％；项目支出 291041.33 元，占总支出的 11.73％。

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 0元，占总支出的

0％。与上年对比增加 79990.81元,主要原因是规范、调整工资结构，

人员经费有所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2017 年用于保障区科协机构正常运转的

日常支出 2043506.14 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 93.34％；2016年用于办公经费、印

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145765.21元，占

基本支出的 6.66％。 

（二）项目支出情况。2017 年用于保障区科协为完成特定的行

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291041.33 元。与上年对比减少 137727.41 元。主要是上级项目有所

减少，因此项目支出有所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465312.68元,占本年支出

合计 99.80%。与上年对比增加 388532.14 元,主要原因是规范、调整

工资结构，人员经费有所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797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1.78%。主要用于商贸事务 13600元，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20000

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0197元； 

2.科学技术支出 1955968.68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79.34%主要用于机构运行 1699927.35 元，科普活动 156041.33

元，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100000元；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5804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8.75%，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13024元，财政

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2780 元； 

（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22693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4.98%，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22693； 

（五）住房保障支出 12705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5.15%，主要用于住房保障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

情况 

红塔区科协部门 2017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12800 元，支出决算为 8024.84 元，完成预算的 62.69%。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元，完成预算的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支出决算为 12500 元，完成预算的 64.2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

算为 300元，完成预算的 0%。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加

强“三公”经费支出管理。增强行政成本意识，加强公务用车的管理，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开展接待工作。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6年增加 43.25

元，上升 0.5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 0 元，增长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 43.25 元，上升 0.54%；公

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 384元，下降 100%。2017 年度“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车辆修理费有所增加。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 0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026.84元，

占 100%；公务接待费支出 0元，占 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

累计 0 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026.84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元，购置车辆 0 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8026.84 元，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1辆。主要用于保障“三下乡、四进社区”、“全国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大型科普活动，开展形科普宣传、科技咨询服务、

科技培训、专题讲座等科普活动，以及对科普示范基地建设、农函大

办学、农技协服务的指导、检查等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 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 0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 0 元），共安排国

内公务接待 0 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接待人次 0 人（其中：

外事接待人次 0人）。 



4.国（境）外接待费 0 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

接待人次 0 人。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红塔区科协部门 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45765.21 元，与上年对

比减少 110947.38 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办公用房租赁费没有付。部门

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福利费、工会费等。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区科协资产总额 1705132.71 元，其中，

流动资产 0 元，固定资产 1414061.13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元，

在建工程 0 元，无形资产 291071.58元，其他资产 0元（具体内容详

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136980元，其中固定资产

减少 136980元。处置车辆 1辆，账面原值 136980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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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

计 

1 1705132.71 0 1414061.13 997946.13 254868 0 161247.18 0 0 291071.58 0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

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 200万元以上

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元。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政府采购决算、绩效管理信息、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严格按照

财政要求执行。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

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

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

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

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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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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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



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

（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

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区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  

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

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

政运行（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各类的事业单位）的

基本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理

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

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

（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其他用于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

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



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金提取的职工

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

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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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指区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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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

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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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

出。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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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物业管

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

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

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



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

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结余结转：结余是指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的部分。结转是指当

年支出预算已下达但未执行，需按原项目使用用途在下年继续安排使

用的支出部分。地方财政有结余结转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财政超收

中大部分用于补助地方，因超收数额到年底才能较为准确预计，且其

使用要严格按程序审批，因此有一部分要在年底时才能下达，造成地

方财政当年拨不出去，形成结余结转。二是地方财政超收中有一部分

资金当年拨不出去，形成结余结转。三是资金已下达，因涉及政府采

购等原因暂时无法拨付的资金，形成结余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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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