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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渔业服务与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概况

（一）部门/单位职责

深圳市渔业服务与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主要职责是：负

责渔业技术推广、咨询服务、病害防治及水产品种质量检测；

海洋与渔业职业技能培训；海洋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海洋与

渔业信息网建设管理；蛇口、盐田港公共设施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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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设置

我部门没有下属单位，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单

独编制本部门决算。

二、深圳市渔业服务与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表见附件 1。

三、深圳市渔业服务与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2020 年度部

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2643.65 万元，支出

合计 2643.65 万元。比上年减少 626.59 万元，减少原

因为项目东西冲人工鱼礁主体完工。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总收入 2643.65 万元，比上年减

少 626.59 万元，减少原因为项目东西冲人工鱼礁主体

完工。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总支出 2643.65 万元，比上年减

少 626.59 万元，减少原因为项目东西冲人工鱼礁主体

完工。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总支出 2643.65 万元，比上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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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626.59 万元，减少原因为项目东西冲人工鱼礁主体

完工。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总支出 2643.65 万元，比上年减

少 626.59 万元，减少原因为项目东西冲人工鱼礁主体

完工。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为 1167.01 万元，比上年减少 156.96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总额 8.04 万

元，全年预算数 13 万元。支出比上年增加 1.02 万元，

增加原因:三台公务用车维修费用增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均无“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为 8.04 万元，完成全年预

算数 12 万元的 67%，主要是车辆的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

险费等。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为 8.04 万元，与上

年决算数 7.02 万元相比，增加 1.02 万元，增加 14.53%。增

加原因为：三台公务用车使用年限已久，维修费增加。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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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 2020 年均无“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接待费”支出

数为 0 万元，全年预算数为 1 万元。上年支出为 0 万元，支

出无增减变化。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无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无

（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已按要求编制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并围绕政策落实、年度计划实施、重点工作任务

和重大项目开展以及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开展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详见附件 2）

组织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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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个，共涉及财政

资金 1135.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组织对农业海洋管理等项目开展部门评价，共涉及 2 个

项目，涉及财政资金 1135.4 万元。该项目由我单位自行开

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单位所有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良好，绩效目标设置合理，项目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较为健全，项目实施顺利，达到年初设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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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水产动物苗种产

地检疫”等 18 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具体各项目支出自评

表,详见附件 3。

（1）水产动物苗种产地检疫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

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50

万元，执行数 48.23 万元，预算执行率 96%。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完成苗种疫病检测 166 批次，病原检测 405 项次，

疫病监测苗种 12 亿尾；检疫合格苗种 10 亿尾/只以上，出

具检疫合格证 148 张；完成检疫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11 人次。

促进渔民的增收，支持我市的维稳工作，从源头控制疫病疫

情的发生率为 0，启运的申报苗种检疫合格率 100%。

（2）水产科技下乡与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1 分。项目全年预算

数 18 万元，执行数 16.3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1%。项目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在全市举办渔业技能培训和座谈共计 4 次，

培训 400 人次；科技下乡 10 次；利用休渔期举办增殖放流

宣传活动 1 次，发送渔业信息 15 条，制作墙板设计 6 个版

面，张贴 8 幅，编写《深圳海洋与水产》4 期、《增殖放流宣

传册》、《水产品质量安全》，发放专业刊物 8 种，全年发放

资料 8840 册。通过科技下乡和渔业技能培训，帮助渔业从

业人员及时了解渔业动态信息，提高渔业从业人员技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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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生动物病害防治，促进水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全社会参

与保护水生野生珍稀动物，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渔生

态环境。

（3）水产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

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1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20 万元，执行数 18.2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1%。项目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形成绿色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工艺流程 1 个，引

进新品种 3 个,新技术 1 个，完成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面

积 1000 立方米；养殖新模型 1 个确定成熟后，推广应用到

企业养殖面积 10000 平方米，促进企业养殖高价值水产动物

产品和海葡萄综合产值增加。

（4）水生动物疫情预警及病虫害测报项目绩效自评综

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1 分。项目全年

预算数 20 万元，执行数 18.2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1%。项目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5个测报点完成47次水生动物病害测报，

直接测报面积达 300 亩，覆盖病害测报面积约 3000 亩，能

及时掌握水产养殖病害发生情况，控制疫病在深圳地区流

行，促进健康养殖。

（5）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与普查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

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69.4 万元，执行数 69.1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1、休渔期间完成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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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放流斑节对虾苗 491 万尾、黑鲷鱼苗 116 万尾；2、取

得休渔后的渔业资源调查数据，完成当年的调查报告。

（6）礁区维护管理和生态环境影响研究项目绩效自评

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 分。项目全

年预算数 22.8 万元，执行数 22.18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1、定期定时对礁区周边沿岸进行

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本年度全年情况

良好，未发生“电、炸、毒鱼情况”。2、对布设 6 个站位礁

区附近海域进行拖网和刺网生产试捕，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

任务；完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稚鱼、底栖生物调

查，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调查，将原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并

撰写完成了调查报告。

（7）拥军和组织渔民渔商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8.7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4.19 万

元，执行数 3.65 万元，预算执行率 87%。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增强渔民渔商的交流，提高服务水平。

（8）渔业信息宣传与办公自动化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 分。项目全年预算

数 22.9 万元，执行数 22.2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举办 2 次宣传活动，在 3 个媒体发布渔业

信息，定期检查网络安全，维持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正常运转。

（9）办公大楼维护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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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9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32.93 万元，

执行数 32.55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完成海洋渔业大楼电梯、消防、监控日常维护，完成海

洋渔业大楼外墙及周边围墙、树木维修及养护，完成大楼办

公室的补漏及维修，大楼消防设备的更换及维修。

（10）渔港维护管理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4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40.55 万元，

执行数 38.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对蛇口渔港及盐田渔港护舷更换，完成蛇口渔港及盐田

渔港的消防水带、消防栓、灭火器更换维修及配备，确保渔

港道路照明设备正常，系船柱翻新维护，基地鱼苗车间维护

维修。

（11）海洋渔业大楼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项目绩效自

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

全年预算数 85 万元，执行数 84.99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大楼安全检测、地籍测绘、消

防验收、施工图设计、审核、竣工图编制，已申请规划验收。

实现国有固定资产管理面积与实际相符，解决该大楼历史遗

留问题，对历次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一次性彻底整改完成。

（12）后勤保障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目

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72 万元，执行数

71.9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根



- 9 -

据单位实际需要，完成所承担的各项工作。

（13）职工食堂租金及设备维护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

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5.98 万元，执行数 5.9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解决职工午餐问题。

（14）软件维护及法律顾问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

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9.3

万元，执行数 8.99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完成全年账务处理工作，会计资料整理工作。法律

咨询业务。

（15）办公设备购置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15.38 万元，

执行数 15.3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完成全年采购指标。

（16）公务接待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

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0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1 万元，执行数

0 万元，预算执行率 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无公务接

待。

（17）蛇口渔港避护场所更新改造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全年预算

数 42 万元，执行数 41.9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完成蛇口渔港避护场所更新改造，1、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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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厅装修做背景墙、单位名称、场所名称、墙体翻新。2、

地板铺设、墙体、天花打磨油漆、、场所灯光照明。3、男女

卫生间装饰改造。4、场所防潮、防水补漏。5、场所水、电

路重新安装。6、购置垫子、被子、枕头各 250 件、物资柜 4

个、文档柜 4 个、座椅 3 排。

（18）蛇口渔港及海洋渔业大楼物业管理项目绩效自

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 分。项目

全年预算数 129.57 万元，执行数 129.57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确保蛇口渔港及海洋渔业大

楼消防及配备设施日常维护并正常使用，对蛇口渔港及海洋

渔业大楼实施规范化物业管理。

3.部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无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本单位 2020 年度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 144.95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5.37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29.57 万元。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我单位共有车辆 3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3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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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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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部门（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特殊事项。

无

四、名词解释

各部门（单位）应当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进行专业名

词解释，以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为准，

在此基础上可适当细化。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

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

和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六、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项目，归口至上年结

余、结转中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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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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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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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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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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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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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