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关

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9 号）有关要求，

现将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予以公开。

附件：2023 年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关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关

2023 年 2 月 24 日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升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

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539.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539.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539.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539.00 其中：

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保证银川市西夏区芦花台三区、四区 4968.51 亩（含办公区）；十二区、十六支渠南 2265.84 亩；

一区院士工作站 220 亩；九区南农药残留试验示范基地 16 亩，共 7470.35 亩国有土地维护管理。

宁夏农林科学院创新大楼建设 320 平方米， 科技成果展示中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国家农业环境银川观测试验站 1个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2篇

鉴定种质资源份数 400 份

建设科技成果展示中心（320 平方米） 1个

收集、保存种质资源数量 150 份

维修道路 500 米

维修支渠 300<br>米

研究报告数量 1份

种质资源繁殖更新份数 500 份

专利申请数 1项

12-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日

资金拨付率 100%

14-成本指标

工程维修费 89万元

国家农业环境银川观测试验站 150 万元/个

国有土地及基地运行维护费 100 万元

建设科技成果展示中心 150 万元/个

农作物种质资源（圃）运行管护费 50万元/个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科技成果展示水平 稳步提升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工作保障 持续

工作保障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的科研人员满意度 95%以上

合作方满意度 95%以上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农业科技创新引导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

院院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18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01.83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01.83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

政拨款
101.83 其中：中央资

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

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项目通过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形成相关政策参考，对农科院优化调整学科领域和学科

方向，完善学科布局，构建结构科学、特色鲜明、梯度合理、优势突出的学科体系，对我区农业科技人才

队伍建设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

标

11-数量指标
提交调研报告 1

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提供政策参考 13

12-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评价 合格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 12月 31

日

资金拨付率 100%

14-成本指标

材料费 6.67 万

差旅费 31.66 万

劳务费/专家咨<br>询费 33.5 万

其他支出 30 万

2-效益指

标

21-经济效益 对相关农业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有效保障

22-社会效益

对农科院优化调整学科领域和学科方向 完善学科布局

对强化我区水稻品种创新、农业特色产业病虫害防控、耕地质量保育与

产能提升、蔬菜集约化育苗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政策建议。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农业特色产业病虫害防控、耕地质量保育与产能提升 显著

24-可持续影

响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农林牧生产效益持续提升 长期支持

3-满意度

指标

31-服务对象

满意度
各级政府、农业技术部门、新型经营主体满意度 90%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

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438.9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438.9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438.90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438.9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项目旨在 为我院 48 名一级、二级学科带头人发放津贴补助；在职攻读博士

（硕士）研究生学费；为 1名全职引进海外高层次专家及其配偶工资薪酬发放；各类科技创新奖励；支

付内设岗位人员聘用经费，公开招聘、引进高层次人才经费。预期达到效果：通过人才引进、培养和人

才激励机制，以人才培养使用支撑我院科技创新发展，提出科研产出率，助力自治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对外交流合作经费 100 人

科技创新奖励 40 项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培训 1次

培养博士硕士人数 23 人

人才招聘（引进） 2次

学科带头人人数 48 人

引进海外高层次专家 2人

应聘未聘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

12-质量指标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整体素质 有力提升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年 12月 31日

14-成本指标

对外交流合作经费 0.853 万*100 人=85.3 万 0.853 万元

科技创新奖励 2万/项*40=80 万 2 万元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培训 48 人*450 元/天*2.5 天*1 次=5.4 万 5.4 万元

人才招聘（引进）6 万/次*2=12 万 6 万元

硕士及博士在职攻读学费 1万/人*23=23 万 1 万元

特聘海外专家杨志祥博士及其配偶薪酬 25 万/人*2=50 万 25 万元

学科带头人人数 2.7 万/人*48 人=129.6 万 2.7 万元

应聘未聘专业技术人员 2.68 万/人*20 人=53.6 万 2.68 万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促进开放型复合型人才成长 长期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提升人员素质，助力科技创新 长期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科研人员满意度 95%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对外合作交流项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

院院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

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85.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85.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85.0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85.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与国内外科技合作组织等开展协同攻关活动，解决影响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科技瓶颈，把握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促进国内外科技交流合作。建立

牛粪消纳和以开发基质为核心种植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 2 套；提出奶牛养殖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培肥土壤技术模式 2 个；引进植物源生物防治新

型农药产品 2 种并明确使用技术；引选养殖固体废弃物快速发酵菌株 2 种，功能性生物菌剂 1 种。发表论文 1 篇；明确绿色农药对化学农药替代率。

申请专利 2 项，授权专利 1 项，发表论文 2 篇，开展技术培训 2-3 次，培训农户 100 人次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国际农业前沿动态》 1 期

发表论文 2 篇

建立吴忠园区循环农业绿色生产示范区 2 个

开展交流活动 1 期

开展示范面积 10-20 亩（棚）

培训农户 100 人

申请专利 2 项

提出奶牛养殖固体废弃物蚯蚓生物降盐资源化利用培肥土壤技术模式 2 个

引进先进技术 3-5 项

引进植物源生物防治新型农药产品，并明确使用技术 2 种

引选养殖固体废弃物快速发酵菌株 2 种，功能性生物菌剂 2 种 2 种

撰写调研报告 1 篇

撰写引黄灌区果（苹果）菜（设施）绿色生产规范等 2 项

组织赴区外交流 ≥1

12-质量指标 设施蔬菜农残降低率 95%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12-31

资金拨付率 100%

14-成本指标

材料费 8 万元

差旅费 7 万元

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3 万元

其他支出 2 万元

委托业务费 65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节本增效 15%以上

22-社会效益 对外合作、交流能力 得到提高

23-生态效益
种养殖业结合减少污染源，切断污染途径，达到绿色高效指标，实现引黄灌区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长期持续提高

24-可持续影响
合作关系 持续保持

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效果显著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合作对象满意度 90%

行业部门满意度 85%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科研辅助人员及后勤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

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

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317.9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317.9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317.9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317.9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计划使用科研辅助人员 50 人，用于发放工资、缴纳五险一金、第三方劳务公司管理费和后勤保障（含服

务中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第三方劳务公司 1年

后勤保障 1年

市场化聘用科辅人员数量（50 人） 50人

12-质量指标 科研用工需求满足程度 90%以上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日

资金拨付率 100%

14-成本指标

第三方管理费（5万元/年） 5万元

后勤保障经费（10 万元/年） 10万元

科辅人员薪酬（6.058 万元/人/年*50 人=302.9 万元） 6.058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初步缓解科技人员用工压力，提高创新效率 长期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科研用工需求 长期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

度

科辅人员满意度 95%

用人单位满意度 95%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纪检专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

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

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

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总额 1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0.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

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主要用于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所发生的差旅费、查证资料费、交通费、会议室租用费以及

经批准的其他费用。进行 4次涉密设备维护、会议 4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出差次数 20次

集中办案次数 10次

涉密设备维护 4次

相关会议次数 4次

12-质量指标

立案案件办结率 90%以上

问题线索处置率 95%以上

信访举报办结率 95%以上

13-时效指标
案件办理时限 按时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日

14-成本指标

纪检监察-办公费（涉密设备维护 4次*5000 元=20000 元） 0.5 万元

纪检监察-差旅费（20 次*2330 元=46600 元） 0.233 万元

纪检监察-会议费（30 人*140 元/天*0.5 天*4次=8400 元） 0.21 万元

纪检监察-集中办案交通费（10 次*2500 元=25000 元） 0.25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派驻机构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优秀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加大纪检监察力度，营造廉洁勤政氛围 优秀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检查办案人员行为规范满意度 95%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及维护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

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

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71.5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71.5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71.5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71.5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实现电子政务无纸化办公，节约办公成本；涉密网、政务网、门户网、财政专网及时维护效率 95%以上；

培训 100 人次；服务覆盖率 100%；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网络和财务平台的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财政专线业务服务 4条

电子政务 OA 办公系统运行维护 1项

机房设备维护 1项

开招聘网上报名系统技术运行维护 1项

联通公司病毒查杀和舆情监控服务 1项

宁夏农科院微信公众号运维 1项

宁夏农林科学院涉密网维护 1项

人事档案数字运行维护 1项

院门户网站普查服务 1项

云安全增值服务 1项

政府会计智能管理平台项目运维服务 1项

政务外网（OA）接入断增加防火墙 1项

政务网络及软件维护 1项

驻农科院纪检监察组涉密网 1项

12-质量指标 服务人员业务水平 经验丰富，业务熟练

13-时效指标
服务覆盖度 100%

服务及时性 及时

14-成本指标

财政专线业务服务/条 0.1548 万

电子政务 OA 办公系统运行维护 6.53 万

机房设备维护合同（1年） 4.9008 万

开招聘网上报名系统技术运行维护 1万

联通公司病毒查杀和舆情监控服务 24 万



宁夏农科院微信公众号创建 8万

宁夏农林科学院涉密网维护协议 3.6 万

人事档案数字运行维护 1.5 万

院门户网站普查服务/年 2万

云安全增值服务 4.5 万

政府会计智能管理平台项目运维服务 6.45 万

政务外网（OA）接入断增加防火墙 5.4 万

政务网络及软件维护 1.6 万

驻农科院纪检监察组涉密网维护 1.4 万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网络运行对社会影响力 效果明显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网络运行可持续影响力 效果明显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大众满意度 95%

科研人员满意度 95%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院科技创新大楼办公用房维修改造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

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

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381.42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223.35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223.35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223.35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通过维修，以期达到安全、节能、环保的要求，改善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科研办公条件、安全生产预防能

力和节能减排成 效，有力提升农科院科研工作环境，增强安全生产防范能力，提 高全院科技创新和攻

关能力。项目预计 2022 年 4 月开始施工，工期 5个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电气工程 1655 套

多功能厅会议系统 27.7 平方米

工程建设其他费 1 项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928 平方米

机要保密室 1 项

监控工程 1 项

室外工程 550 平方米

视频会议系统 3 套

土建防水工程 1077.3 平方米

预备费 1 项

装饰工程 2158.16 平方米

12-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13-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率 100%

14-成本指标 工程维修改造费 223.35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集中整修项目

减少日常零修带来

的资金流失，提高资

金利用率。

22-社会效益 改善工作环境 有效改善

23-生态效益 节能减排成效 有效提高

24-可持续影响 安全生产预防能力 有效提高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 92%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内部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

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总额 3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30.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30.0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 其中：中央资

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本项目 2023 年度共计安排 3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证内部审计业务 5 项内容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实

施的目标是落实《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及《自治区审计厅关于送达宁夏农林科学院内部审

计工作开展情况专项检查报告的函》，落实整改问题，有效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推动内部审计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完成院属单位内部审计数量 5

12-质量指标

审计整改问题 落实整改

提交内部审计报告 按时提交

13-时效指标 内部审计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14-成本指标 完成院属单位内部审计数量（平均 6万元/项） 6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被审计单位政治生态环境 风清气正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审计成果转化应用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被审计单位满意度 大于等于 80%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办公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

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16.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6.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6.0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16.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为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我院需购置空调 42台。预计 2023 年 6 月完成安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1 匹变频冷暖挂式空调 7台

2 匹变频冷暖挂式空调 33台

变频冷暖型 3匹空调 2台

拆机、辅材及高空安装 1

12-质量指标
设备使用率 100%

政府采购率 100%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 31日

14-成本指标

1 匹变频冷暖挂式空调 0.2 万元/台

2 匹变频冷暖挂式空调 0.4 万元/台

变频冷暖型 3匹空调 0.65 万元/台

拆机、辅材及高空安装 0.1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设备使用率 96%

22-社会效益 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程度 93%

23-生态效益 办公环境改善 有效改善

24-可持续影响 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工作质量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部门满意度 95%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设备使用满意率 95%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农业自主科技创新项目(基本户)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

机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总额 36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360.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36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

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

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36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主要用于开展六盘山区辣椒机械化、标准化节水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宁夏贺兰低洼内排盐渍地

稻渔综合利用产能提升模式示范、耐盐高产小麦品种筛选及节水抑盐调控技术研究，乡村产业发展与

生态保护研究，创新平台专利补助和十四五”院农林科技创新战略谋划及顶层设计，有效维护科研基

地运行和单位发展，完成学术技术报告 3份，调研报告 1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建立示范点 3个

完成调研调研报告 1份

完成学术技术报告 3份

12-质量指标

六盘山区辣椒机械化、标准化节水栽培关键技术 ≥5%

耐盐高产小麦品种筛选及节水抑盐调控技术 ≥5%

宁夏贺兰低洼内排盐渍地稻渔综合利用产能提升 ≥20%

13-时效指标
任务按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 ≥90%

任务按年度资金支付完成率 ≥90%

14-成本指标
科研业务费 300 万元

项目管理费 60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增加生产效益 显著

22-社会效益 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科学经营能力 显著

23-生态效益 节水、抑盐、农田综合利用效果 显著

24-可持续影响 节水、抑盐、农田综合利用水平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附件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基本运转支出(基本户)

主管部门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实施单位
宁夏农林科学院院机

关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总额 13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30.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3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

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13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补充院 10-12 楼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保障单位日常运转及绩效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部门单位人员数量
按单位在岗人员数据

发放

12-质量指标 经费预算执行率 ≥95%

13-时效指标 经费执行情况 按时执行

14-成本指标 单位运转经费 130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0 0

22-社会效益 部门单位人员工作效能 显著

23-生态效益 0 0

24-可持续影响 部门单位人员按职能职责持续服务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部门单位人员对经费保障满意度 大于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