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年预算数 项     目 年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74,114 一、科学技术支出 32,366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4,114    科学技术管理事务 1,574

      一般性经费拨款 4,114       行政运行 645

      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30,0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40

      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40,000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89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科技条件与服务 53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 532

   财政专户拨款    科学技术普及 50

二、事业收入       科普活动 5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科技交流与合作 210

四、其他收入       其他科技交流与合作支出 21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支出

4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0

   计划生育事务 30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30

四、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554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1,2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49

      信息安全建设 978

   安全生产监管 3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27

六、住房保障支出 100

   住房改革支出 100

      住房公积金 54

      购房补贴 46

本年收入合计 74,114 本年支出合计 74,114

上级补助收入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上缴上级支出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上年结余、结转

收      入      总      计 74,114 支　　　出　　　总　　　计 74,114



表2

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收入总

计

本年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用事业
基金弥
补收支
差额

上年结
余、结

转

财政预算拨款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收
入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小计
一般性
经费拨

款

财政专
项资金
拨款

政府投
资项目
拨款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4,114 74,114 74,114 4,114 30,000 40,000



表3

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中：

2018年政府采
购项目

待支付以前年度
政府采购项目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4,114 809 73,305 1,482 152



表4

基本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财政预算拨款

事
业
收
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其
他
收
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用事
业基
金弥
补收
支差
额

上年
结余
、结
转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拨
款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拨款

财
政
专
户
拨
款

小计
一般性经
费拨款

财政
专项
资金
拨款

政府
投资
项目
拨款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809 809 809 809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809 809 809 809

  工资福利支出 750 750 750 750

    基本工资 213 213 213 213

    津贴补贴 303 303 303 303

    奖金 39 39 39 3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

46 46 46 46

    职业年金缴费 18 18 18 18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0 10 10 10

    住房公积金 54 54 54 54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8 68 68 68

  商品和服务支出 59 59 59 59

    办公费 33 33 33 33

    培训费 3 3 3 3

    工会经费 3 3 3 3

    福利费 4 4 4 4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 8 8 8

    其他交通费用 8 8 8 8



表5

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财政预算拨款

事业收
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其他收
入

上级补
助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用事业
基金弥
补收支
差额

上年结
余、结
转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拨
款

财政专
户拨款

小计
一般性经
费拨款

财政专项资
金拨款

政府投资项
目拨款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3,305 73,305 73,305 3,305 30,000 40,000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3,305 73,305 73,305 3,305 30,000 40,000

  履职类项目一般性项目 2,557 2,557 2,557 2,55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482 482 482 482

    科技创新工作 584 584 584 584

    计划生育奖励金和考核奖 30 30 30 30

    绩效考核成果运用 135 135 135 135

    信息中心工作 932 932 932 932

    信息化管理工作 394 394 394 394

  预留机动经费 70 70 70 70

    单位机动经费 70 70 70 70

  一次性项目支出 678 678 678 678

    科技创新工作 450 450 450 450

    信息中心工作 68 68 68 68

    信息化管理工作 160 160 160 160

  专项资金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科技创新（含科技研发）专项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政府投资项目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政府投资项目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表6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年预算数 项     目 年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4,114 一、科学技术支出 32,366

   一般性经费拨款 4,114    科学技术管理事务 1,574

   财政专项资金拨款 30,000       行政运行 645

   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40,00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4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89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科技条件与服务 532

四、财政专户拨款       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 532

   科学技术普及 50

      科普活动 50

   科技交流与合作 210

      其他科技交流与合作支出 21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00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6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0

   计划生育事务 30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30

四、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五、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554

   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 1,2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49

      信息安全建设 978

   安全生产监管 32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27

六、住房保障支出 100

   住房改革支出 100

      住房公积金 54

      购房补贴 46

本年收入合计 74,114 本年支出合计 74,114

上年结余、结转 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74,114 支　　　出　　　总　　　计 74,114



表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4,114 809 73,305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74,114 809 73,30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32,366 645 31,721

2060101     行政运行 645 645

206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40 840

2060199     其他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 89 89

2060599     其他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 532 532

2060702     科普活动 50 50

2060899     其他科技交流与合作支出 210 210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30,000 3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 64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6 46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 18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0 30

2100799     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30 3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40,000

21299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40,000

215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1,554 1,554

21505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49 249

2150506     信息安全建设 978 978

2150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27 327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0 1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4 54

2210203     购房补贴 46 46



表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表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表10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资金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表11

2018年政府采购项目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编号 采购品目 金额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1,482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1,482

A 货物类 46

A03   一般设备 23

A0302     办公自动化设备 14

A030201       台式计算机 13

A030202       打印机 1

A03020201         普通激光式打印机 1

A0304     手提电脑 3

A0307     摄像器材 3

A0309     复印机 2

A030901       中高速数码复印机 2

A10   专用设备 23

A1004     网络设备 23

A100403       交换机 23

C 服务类 1,436

C06   租赁 283

C0604     设备和机械 283

C9900   其他服务 1,153

本表只反映2018年当年政府采购项目，不包括“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



表12

“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年度

“三公”
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

总额

因公
出国
(境)
费

公务
接待
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
车购置
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2017

2018 13.00 5.00 8.00 8.00

注：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
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动态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
划据实调配。



表13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预算执行时间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815 815

1 区信息化运维（采购） 605 605 2018年1月-2018年12月

2 科技交流与合作 210 210 2018年1月-2018年12月



表1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2018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科技交流与合作 支出领域 机构运转类

项目主管部门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一般性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项目联系人 骆约达 联系电话 21047049

项目资金 210.00 其中：财政拨款 210.00 其他资金 0.00

项目概况

科技交流与合作费用主要用于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用于参加国内其他科技类展会，开展国内外科技交流与
合作。其中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由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等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每年在深圳举行，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有“中国科技第一
展”之称。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设立的依据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每年一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于每年
11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三开幕，为期5天。每年5月左右，高交会组委办将印发《第XX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总体方案》。

项目申报的必要性

高交会拥有“中国科技第一展”的良好品牌形象，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在世
界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高交会是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
、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每届展会有近200
家海内外媒体的约15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高交会有优质的专业观众群体，一直受到海内外专业人士的
热捧，每年的参观人数超过50万人次。通过参展，可向外界展示龙华区科技创新环境、未来产业规划及
发展方向，拓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科技项目、企业扎根龙华,促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

项目申报的可行性
由科技创新局负责大会组织总体协调和统筹工作，展览、论坛和相关活动根据工作方案的责任分工开展，
明确每项活动的责任单位和协助单位，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项目中长期目标
充分发挥高交会的平台桥梁作用，汇聚创新资源，加快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交汇融合，全方位展示龙华区位、资源、交通、
产业优势和科技创新成果，深化拓展科技和经济交流合作，让龙华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和高地，为打造产业创新主力区贡献力量。

项目年度目标
利用高交会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交流融合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围绕国家、省、市、区发展战略、相关政策、重点产业,围绕第二十届高交会主题，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等市场化运作
方式，组织参与展览展示及论坛会议，提高龙华区科技影响力。

管理措施       
（制度措施）

参照政府采购（含局自行采购）相关规定执行，未单独制定资金管理办法。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投入指标

测算明细 高交会经费200万元，科技交流与合作经费10万元。

项目周期 1年

资金支出进度
1、高交会组委会确定展位位置及费用后支付展位租赁费； 2、确定高交会方
案后陆续支付策划、搭建、服务和开展活动等费用；3.根据各类科技展会的
计划安排，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展会，并及时支付经费。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参展企业数量 20家以上

自行参展企业数量 80家以上

质量指标

严密组织龙华区科技创新环境推介展览、会议论
坛等活动，宣传龙华区特别是行政区成立一年多
以来良好的发展环境，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人
才、产业、科技等方面的政策，全方位展示龙华
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的
创新生态体系和优惠的扶持政策

工作时效
龙华区科技创新环境推介展览根据高交会开馆时
间准时开展和闭展，并按照高交会组委会的统一
部署组织各项活动

1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无

社会效益指标

利用高交会的平台纽带作用，发挥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创新载体、国高企业的集聚效应，全方位
展示龙华区位、资源、交通、产业优势和科技创
新成果，深化拓展科技和经济交流合作

生态效益指标 无

可持续影响
利用高交会展示龙华区科技影响力和龙华区企业
的创新能力，加强与区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
交流与合作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