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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预算说明 
 

 

 

第一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概况 

 

  一、主要职能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要职能是：立足深圳，面向

全国，开展经济政策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企业咨询服务；开展

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承担市委、市政府交办的研究任务；负责（开

放导报）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与高校合作开展高级

经济管理人员的高学历培训。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共设 1办 3处，编制数 54人，

实有编制 42人；退休人员 18人。未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

辆 5辆，包括定编车辆 5辆。 

三、2015 年主要工作目标 

我院 2015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1. 适应国家发展的大势，

抓好智库建设，开展《智库的国别研究及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发展

的政策建议》工作；2. 组织全院研究力量，完成《中国开放报

告（2013-2014）》的编写工作；3. 组织研究力量，完成《特大

城市发展》研究课题；4. 做好我院“2016-2020发展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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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 5 年发展找准方向，奠定好基础；5.继续做好引进新人和

年轻人培养工作。发挥资深研究员和业务骨干的传承和引领作

用；  6.做好院基础设施等硬件改造工作。在经费允许和节约的

前提下，改善员工的办公条件，做好办公区域、节能灯、员工午

餐场所等项目的调整改造工作；7.做好院信息网络、数据资料等

软件升级工作。用好现有资源，开拓新的渠道，抓好院信息数据

库和外部网站资料的更新工作；8.抓好我院品牌建设，进一步扩

大对外宣传和影响。 

 

第二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情况 

2015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部门预算收入5,071.09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 833.57万元，增长 19.7%，其中：财政预

算拨款 893.91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747.16 万元、上年结转

147.01 万元、其他收入 283.01 万元。收入增加主要原因:事业

单位经营收入增加。本年为“十三五”规划年，预计我院研究咨

询业务会因此增加。 

二、支出情况 

2015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部门预算支出5,071.09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 833.57 万元，增长 19.7 %。按预算项目

划分，其中：人员支出 589.53万元、公用支出 237.91万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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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8.97万元、项目支出 4,094.68万元。

支出增加主要原因：研究咨询收入增加，相应的研究成本及费用

增加。 

 

第三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具体情况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本级预算 5,071.09 万元，

包括人员支出 589.53万元、公用支出 237.91万元、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148.97万元、项目支出 4,094.68万元。 

（一）人员支出 589.53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

出。 

（二）公用支出 237.91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

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48.97 万元，主要是退休人

员补贴及住房改革支出。 

（四）项目支出 4,094.68万元，具体包括： 

1、社会科学研究支出 21.70 万元，主要用于政府临时交办

的课题研究，根据相关要求出据报告、内参或专著； 

2、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支出 379.30万元，主要用于政府性购

买服务类项目研究及政府交办课题研究，如：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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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莞惠合作总结与前瞻研究、深圳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经济

研究、深圳在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吸引民间投资的对策研究、香

港未来三年（2015-2017年）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及深港合作的策

略研究、开放年报报告、学术研究数据库建设、政策案例研究报

告、智库年报、对外交流英文研究报告等项目研究，以及主办沪

津深三城论坛、深港合作论坛等； 

3、政府政策研究项目 1,848.52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政府政

策项目的研究业务，资金自筹； 

4、企业项目咨询 1,446.90万元，主要用于企业发展战略、

企业投资规划等项目咨询，资金自筹； 

5、固定资产政府采购 338.26万元，主要用于电脑更新、办

公楼内用设备更换等支出，资金自筹； 

6、培训支出 60 万元，主要用于业务人员业务培训支出。 

 

第四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5年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方式改革有关要求，2015年当年政府采购

项目按总投资预算作为虚拟指标下达单位，便于招标采购需要，

跨年度项目编制分年度预算，实际预算编制及指标下达按当年实

际可支付规模进行。据此，2015 年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

圳）政府采购预算总额（虚拟指标）部分共计 338.26 万元，按

当年实际可支付部分下达实际指标共计 338.26万元。 



 

5 

 

本单位 2015年无“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 

 

第五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为本级。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4.50万元，比2014年“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0.9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5年预算数4.50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5年预算数4.50万元，比2014年预算数减

少0.90万元，减少原因是：因为车辆报废减少一台。我院有在编

车辆5台，每台车辆费用0.90万元，主要用于车辆维修、保险、

油费及停车路费等。 

 

第六部分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我院为财政核拨补助（定项）事业单位，收入主要来源于市

场（近三年的来源于市场的平均收入约占我院总收入的 80%），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财务稳健性原则确定的年初预算收入

可能会与实际决算有一定差异。人员构成包括事业编制人员及聘

用人员，2006 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时市确定我院人员编制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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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现实有在岗事业编制人员 42 人，长期聘用人员 55人，另

根据业务需要临时聘用部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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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名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2015 年预算数 项目 2015 年预算数 

一、财政预算拨款 893.91  一、教育支出 60.00 

二、事业收入      进修及培训进修及培训 6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3,747.16         培训支出 60.00 

四、其他收入 283.01      

    二、科学技术支出 4,832.37  

        社会科学 4,832.37  

    社会科学研究 797.69  

      其他社会科学支出 4,034.68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 97.30  

        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97.30  

            事业单位离退休 97.30  

    四、医疗卫生 29.75  

        医疗保障 29.75  

           事业单位医疗 29.75  

    五、住房保障支出 51.67  

           住房改革支出 51.67  

                住房公积金 19.03  

                住房补贴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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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收入合计 4,924.08  本年支出合计 5,071.09  

上级专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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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1      

        

收    入    总    计 5,071.09  支    出    总    计 5,071.09  

 

 

表 2 
              

收入预算表 

单位名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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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

专户

拨款 
小计 

一般性

经费拨

款 

财政

专项

资金

拨款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5,071.09 893.91 893.91 893.91         3,747.16 283.01       147.01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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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其中： 

2015 年政府采购项目 
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

采购项目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5,071.09 976.41 4,094.68 338.26   

 

表 4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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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2014 年 5.40       5.40    5.40  

2015 年 4.50      4.50     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