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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职责

一、单位职责

1.开展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发展趋势、规划和政策、

重大问题等研究，为科技部宏观决策提供建议和对策。

2.承担科技人才相关管理支撑工作，推进高层次创新型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3.承担国家科技专家库建设开发、信息维护和管理服务

相关工作。

4.承担科技人才统计分析和指标研究工作，开展科技人

才分类评估评价等工作。

5.承担科技人才相关培训工作。开展培训规划、政策等

研究和服务工作。

6.承担科技部相关人事服务工作。承担科技部主管的全

国性社会团体、基金会相关服务工作。承担流动人员档案管

理服务工作。

7.开展科技人才相关宣传和科研学风作风、创新文化建

设工作，编辑出版发行《中国科技人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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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室设置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共设置 9 个处

室，分别为：

序号 处室名称

1 综合处

2 调研与宣传处

3 计划管理一处

4 计划管理二处

5 开发服务处

6 政策与评估处

7 培训处

8 管理人才处

9 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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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部门预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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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公开表 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451.00一、科学技术支出 4,703.7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住房保障支出 158.71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四、事业收入 3,389.2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27.00

本年收入合计 4,867.20本年支出合计 4,862.45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4.75

上年结转

收 入 总 计 4,867.20 支 出 总 计 4,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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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公开表 2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上

年

结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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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上级补

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使用非

财政拨

款结余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其中：教

育收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708.49 1,451.00 3,230.49 27.00

20603 应用研究 3,257.49 3,230.49 27.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8.71 158.7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58.71 158.7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3.50 103.50

2210202 提租补贴 4.81 4.81

2210203 购房补贴 50.40 50.40

合计 4,867.20 1,451.00 3,389.20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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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支出总表

部门公开表 3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事业单位

经营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703.74 3,252.74 1,451.00

20603 应用研究 3,252.74 3,252.7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8.71 158.7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58.71 158.7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03.50 103.50

2210202 提租补贴 4.81 4.81

2210203 购房补贴 50.40 50.40

合计 4,862.45 3,411.45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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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部门公开表 4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1,451.00一、本年支出 1,451.00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51.00 (一)科学技术支出 1,451.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451.00 支 出 总 计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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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5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 2021 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支出

206 科学技术支出 1,451.00

合计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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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6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2021 年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备注：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无财政拨款的基本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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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7

单位:万元

2020 年预算 2021 年预算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合

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注：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无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拨款收入，也无使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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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8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无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也无使用政府性基金安

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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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9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无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也无使用资本经营预

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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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预算情况

说明

一、关于部门收支总表的说明

（一）收入预算

1.财政拨款收入 1,451.00 万元，较 2021 年初增加 20

万元，增长 1.40%。

2.事业收入 3,389.20 万元，较 2021 年初增加 724.44

万元，增长 27.19%，主要是有关业务预计收入增加。

3.其他收入 27.00 万元，较 2021 年初增加 23.85 万元，

增长 757.14%，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

（二）支出预算

1.科学技术支出 4,703.74 万元,较 2021 年初增加

753.78 万元，增长 19.08%，主要是有关业务预计支出增加;

2.住房保障支出 158.71 万元，较 2021 年初增加 30.48

万元，增长 23.77%，主要是人员变化和缴费基数变化增加支

出。

二、关于部门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收入

总计4,867.2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451.00，

占 29.81%；事业收入 3,389.20 万元，占 69.63%；其他收入

27.00 万元，占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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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收入结构图

三、关于部门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支出

总计 4,862.4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411.45 万元，占

70.16%；项目支出 1,451.00 万元，占 29.84%。

图 2：支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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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初，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财政

拨款收入总计 1,451.0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

入 1,451.00 万元，占 100%。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1,451.00 万

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 1,451.00 万元，占 100%。

图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结构图

五、关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 年初，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451.00 万元，占 100%。其中科学技术

支出（类）总计 1,451.00 万元，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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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

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4.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仍按

原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支出科目

1.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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