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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省社联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省社联的主要职能是：发挥“联”的优势，负责对省属社会

科学学术团体及市、县（市、区）、企业社联的指导、协调、联

络工作；负责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组织社会科学学术活动

与对外交流；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和推广科研成果；开展全省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表彰全省社会科学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制定和实施全省社会科学规划；负责全省国家和省级社会科

学课题的申报、管理；负责引导和组织全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战略研究和对策探

讨；负责全省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承办省委、省政府交

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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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江西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本级。

本部门 2019 年年末实有人数 75 人，其中在职人员 48 人，

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26 人；年末其他人员 0人；年末学生

人数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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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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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收入总计 3951.77 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

结余 801.57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52.64 万元，下降 6.16%；本

年收入合计 3150.2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81.1 万元，下降 2.51%，

主要原因是：年初结转和结余及本年收入都较上年有所下降。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3150.2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

收入 0 万元，占 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支出总计 3951.77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

计 3494.2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249.17 万元，增长 7.68%，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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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加快支出用款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年末结转和

结余 457.58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382.9 万元，下降 45.56%，

主要原因是：落实财政加快用款进度要求，履行单位职责。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1564.16万元，占44.76%；

项目支出 1930.04 万元，占 55.24%；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951.77

万元，决算数为 3494.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8.42%。其中：

（一）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786.48 万元，决算数为

2617.7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3.94%，主要原因是：在预算范

围内开支，略有结余。

（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049.49 万元，决

算数为 771.9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3.55%，主要原因是：在

预算范围内开支，略有结余。

（三）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0.5 万元，决算

数为 62.2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8.35%，主要原因是：在预

算范围内开支，略有结余。

（四）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5.3 万元，决算数为

12.2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0.07%，主要原因是：在预算范围

内开支，略有结余。

（五）其他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0 万元，决算数为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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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主要原因是：在预算范围内开支。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64.16

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1246.6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72 万元，

增长 6.13%，主要原因是：新进人员，。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234.91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61.35

万元，下降 20.71%，主要原因是：响应号召，厉行节约。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7.25 万元，较 2018 年减少

28.22 万元，下降 50.87%，主要原因是：压缩人员支出。

（四）资本性支出 55.4 万元，较 2018 年增加 44.7 万元，

增长 417.75 %，主要原因是：添置了空调、车辆。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年初预算数为 82 万元，决算数为 42.8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2.29%，决算数较 2018 年减少 2.03 万元，下降 4.52%，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30 万元，决算数

为23.77元，完成年初预算的79.23%，决算数较2018年减少6.85

万元，下降 22.37%。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响应号召，厉行节约。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5万元，决算数为0.3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2%，决算数较 2018 年减少 0.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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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74.42%。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响应号

召，厉行节约。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7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21 万元，决算数为 2.77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3.19%，决算数较 2018 年增加 2.77 万元，增长 100%。

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照财政厅统一要求，

调减预算 1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6 万

元，决算数为 1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决算数较 2018

年增加 3 万元，增长 23.08%。决算数较年初预算数持平的主要

原因是：在预算范围内开支。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90.31 万元（与部门决

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较年初预算数减少

46.76 万元，降低 13.87%，主要原因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

办公经费支出等。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75.37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42.37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万元、政府采

购服务支出 33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75.37 万元，占政

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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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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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见公开

09 表《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表》。其中车辆中的其他用车主要是

公务用车。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个，二级项目

2个，共涉及资金65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69.15%。

组织对“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社科普及条例资助”

等2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50万元。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省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项

目绩效自评结果。

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5分。项目

全年预算数为450万元，执行数为448.59万元，完成预算的

99.69%。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课题申报率越来越高，共受理全

省113个单位2433项课题；二是课题立项率越来越高，共下达362

项省级社科规划立项项目，其中重点项目25项、一般项目278项、

青年项目59项；三是课题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发表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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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效益，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二是项目管

理督促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科学编制预

算,做到编实、编细、编准；强化预算执行；二是不断创新社科

规划管理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加强规划管理工作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另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江西社科规划课题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50)
实施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项目资金

（万元）

（10 分）

年初预算

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值（10

分）

执行率

（B/A)
得分

得分计算

方法

年度资金总额： 450 448.59 10 分 99.69% 9.69 执行率*该

指标分值，

最高不得

超过分值

上限

其中：

本年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省社科规划项目自 2019 年 3 月启动，共受理全省 113 个单位 2433 项课题申报，申报数创历史

新高。经学科组匿名初评、复评、公示，省社联党组会审定，7月 29日下达了立项通知。下达

的省社科规划项目涵盖了全省各个地区、各个系统、各个主要学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领域。

2019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立项 362 项，其中重点项目 25 项，每项资助经费 3万元；

一般项目 278 项，每项资助经费 1万元；青年项目 59 项，每项资助经费 1万元；资助经费总

计 412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

值(A)

全年实际

值(B)
评分标准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 分)

数量

指标
实际完成率

（15

分）

结项 300

左右
385 项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

数/计划产出数）×100%。

结果高于 90%计 15分；低

于 90%计 12分；低于 50%

计 5 分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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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评分标准：（1） 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

的100-80%(含80%)、80-50%(含50%)、50-0%来记分。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

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

质量

指标
质量达标率

（20

分）

合格率

85%以上
352 项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

产出数/实际产出数）×

100%。本年度内实际达到

既定质量标准 90%以上计

20分；达到 80%以上计 16

分；50%以下计 8分。

20 分

时效

指标
完成及时率

（15

分）

申请延期

不超过 30

项

申请延期

41项

完成及时率标准值≤1，

申请延期不超过 45 项计

15分；不超过 55 项计 13

分，不超过 75 项的计 2

分。

15 分

效

益

指

标

(30 分)

学术

价值

指标

成果发表率
（10

分）

在权威期

刊发表论

文 100 篇

以上

在权威期

刊发表论

文 286 篇

以专著结项或发表 C 刊

1~50 篇计 3分；在中文核

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

1~70 篇的计 3分；在省级

以上正式刊物（含学报）

发表 3~100 篇计 2 分

10 分

社会

效益

指标

研究成果转

载摘登率

（10

分）
15 篇以上 22篇

学术论文刊登在国家级

“三报一刊”，被《新华

文摘》、《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人大报刊复印

资料》等全文转载 15 篇

以上计 8 分，10 篇以上 6

分，2篇以上计 3分。

10 分

实践

意义

指标

研究成果获

批示率

（10

分）
10 次 12 次

研究成果获省领导批示

计 3 分；获设区市主要领

导批示的 2 分；被有关部

门采用、采纳的计 2 分

10 分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立项科研管

理单位及立

项个人满意

度

（10

分）
8分以上 10分

非常满意 10 分；满意 8

分；一般计 5分；不满意

计 0 分

10 分

总分:99.69 分

主管部门（单

位）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差

优(≥90 分) (80 分≤ 良＜90分) (60 分≤中＜80分) (差＜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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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80-50%(含50%)、

50-0%合理确定分值。（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达到

指标值，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

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

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

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3.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

的措施。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分类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即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的资金结转到本年度继续

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分类

（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指单位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三、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科学技术支出（类）社会科学（款）社科科学研究（项）是

指反映本部门除社科基金支出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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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项）是指反映本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支持宣传文化单位发展的专项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项）是指反映本部门除上述项目以外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是

指反映本部门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发

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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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本部门行政单位及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

支出。

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是指反映本

部门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不能划分到具体功能科目中的支出项

目。

三、有关支出口径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口径是指因公出国（境）支出、公务接待

费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之和。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口径是指基本支出中商品和服务支出及

其他资本性支出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