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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省建材集团公司是经省政府授权，主要经营授权范围内国有资

产的省直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授权范

围内的国有资产实施经营管理，向省政府承担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责

任。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2 个，包括：公司本级和

1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本部门 2018 年年末编制人数 121 人，为事业编制人员；年末实

有人数 139 人，其中在职人员 89 人，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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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收入总计 5,047.98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和结

余 297.48 万元，较上年增长 7.83%；本年收入合计 4,750.50 万元，

较上年下降 4.37%，主要原因是：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有所减少。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900.50万元，占18.96%；

经营收入 3,850 万元，占 81.04%。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支出总计 5,047.98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合计

4,574.09 万元，较上年减少 371.99 万元，下降 7.52%，主要原因是：

下属单位项目仍在进行中，资金在陆续使用中；年末结转和结余

473.88 万元，较上年增加 176.40 万元，增长 59.30%，主要原因是



下属单位项目仍在进行中，资金在陆续使用中。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682.41 万元，占 14.92%；

项目支出 41.69 万元，占 0.91%；经营支出 3,850 万元，占 84.17%。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88.98 万元，决

算数为 724.0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1.45%。其中：

（一）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7.48，决算数为 41.69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2.77%，主要原因是项目仍在进行中，相关支

出使用未达预算。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57.67 万元，此项支出为下属单位改制人员医保开支。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8 万元，决算数

为 8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695.50 万元，决算数

为 528.7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6.02%；

（五）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8 万元，决算数为 8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682.41万元，

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362.63 万元，较上年增加 73.13 万元，增

长 25.26%，主要原因是：下属单位在职人员工资提标。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0 万元，上年数为 24.39 万元，未开支

主要原因是：下属单位此部分支出用经营支出开支。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19.78 万元，较上年减少 319.91 万

元，下降 50.01%，主要原因是：本部财政供养人员移交至省国资委，

本年无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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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无发

生。

六、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未发生相应开支。

七、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未发生政府采购支出。

八、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5 辆，为一般公务

用车；无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和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

备。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下属单位建材科研设计院组织对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自评项目 5 个，共涉及

资金 297.48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 85.61%。



组织对“基于光触媒净化技术的生态砖瓦研究”等 6 个项目进

行了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7.48 万元。从监

控情况来看，建材科研设计院绩效管理工作较为规范，能按财政厅

要求进行绩效管理相关工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评价

指标体系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选择 1 至 2 个项目）。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基于光触媒净化技术的生态砖瓦研

究项目自评得分为 92.28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9.74 万元，执行

数为 10.43 万元 ，完成预算的 52.84%。

主要产出和效果：一是透水砖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海绵城市建

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撑，良好的路面排水系统，不仅可以降

低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并且可以更为有效地保护天然水系，

大大减少建设排水管道和钢筋混凝土水池的工程量；二是消除道路

地面积水，减轻路面排水系统负担有效解决城市内涝，是海绵城市

的必要组成部分，可以净化市区及工业园区地下水、土壤及大气环

境；三是光催化生态透水砖是目前完全符合绿色建材发展要求和趋

势的一种新型绿色建筑材料，其可使用国家废渣资源，包括煤矸石

等，通过工艺严格、合理的优化，可以实现废水、废气的零排放，

其整个绿色生命周期内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小；四是实施本项目，

可促进社会对路面材料、海绵城市材料使用习惯的转型，对整个社

会的海绵城市的发展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五是本项目针对项目



生产厂商、业主、设计院等多个社会相关使用主体进行了满意度调

查，满意度高。

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一是需要完善光催化生态透水砖的应

用配套技术工作；二是尽快落实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的对外合作研

究工作；三是要优化光催化生态透水砖发展环境，在设计院、施工

单位加强技术宣贯，创造市场应用良好氛围；四是年初预算与全年

实际执行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应做好预算编制前期分析工作，在执

行过程中及时做好预算调整工作，使预算执行情况与预算基本相符。

下一步改进措施：1、在应用环节，对光催化生态透水砖瓦的适

用环境、施工方式、设计方法以及工程应用效果验收、评价，建立

一套应用技术导则，更好的指导业主、设计院以及施工单位正确选

择和使用该产品；2、已与国内具有该领域研究基础的几家科研院所、

大学取得联系，后期将对上述几家单位进行甄选，委托甄选单位按

课题组要求，共同小试生产一批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原材料，用于

课题后续生态砖瓦制品的试制；3、联合省内知名设计院及开发商，

进行工程试点，通过小规模的应用，建立起有效的现场评价体系，

然后召开产品推广会，客观介绍产品应用先进性，提高知名度；4、

通过光触媒材料委外生产，原课题预算中的相关费用在短时期内即

可执行、使用完毕，不会与课题预算产生较大的分歧。课题组将严

格确保预算执行的有效性、及时性。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科学技术支出（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项）：指从事技术开发研究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专项



技术开发研究的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

支出（项）：指人事科学技术的其他支出。

3、社保保障和就业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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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用于我部门离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社保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企业改革补助（款）企业关闭破

产补助（项）：指财政部门用于国有企业关闭破产的相关补助。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

业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经费。

6、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制造业（款）其他制造业支出（项）：

指其他用于制造业方面的支出。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指按房改政策规定，我部门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

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