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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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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能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海洋所）是广西科学

院下属的一个独立法人机构，成立于 1978 年，原名“广西壮族自

治区海洋研究所”，是科学事业单位。2004 年转制成国有科技型

企业，沿用原事业单位名称。2020 年 7 月转制为公司制企业，更

名“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单位以海水经济品种人工繁

育及养殖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为重点，是广西最大的贝类、沙虫、

青蟹、中国鲎等海水养殖品种的苗种供应单位。长期以来为广西

耕渔牧海构建向海经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广

西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海洋所是集科研、开发、科普为一体的综合性海洋研究机构。

拥有广西海水养殖新品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海洋生物

技术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平台，建有一个集育苗、中培和养殖示

范于一体的海水增养殖中试基地。基地现有“广西锯缘青蟹良种

场”和“广西方格星虫良种场”，是广西北海国家（海洋）农业科

技园区的技术研发中心，并获得了“全国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场”

和“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认定。海洋所还是广西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地，是自治区重点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基地，是自治

区及北海海洋产业人才小高地建设载体。

自建所以来，广西海洋研究所已承担并完成国家和自治区下

达的各类科研项目 200 多项，取得科技成果 200 多项，获各级科

技成果奖 80 多项，出版专著 9 部，发表论文 500 多篇，获授权专

利 28 件。多项技术研究成果已推广应用，形成生产力，为我区海

洋与渔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转制后海洋所致力于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实用技术

研究，成为自治区海洋科技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海水养殖经济品

种苗种繁育、海水养殖新品种开发、海洋生物种质资源与遗传育

种、海水健康养殖技术等方向优势突出，技术力量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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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所近年来根据企业科研与业务的需求，与区内外多家科

研机构及大学开展合作研究。打造最好的海水人工繁育及养殖技

术团队，致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最实用的技术支持和最

健全的售后服务，单位长期供应青蟹，沙虫，花甲王，沙包螺，

象鼻螺，方斑东风螺、中国鲎、金鲳鱼、石斑鱼、墨吉对虾、长

毛对虾等，各类海水养殖品种的人工苗种。目前海洋所与青岛前

沿科技公司正在合作开展葡萄牙三倍体牡蛎养殖技术与养殖新模

式在广西的开发推广。同时海洋所立足自身技术条件优势正在开

展沙虫的人工池塘养殖研究与应用试验，充分开发利用我区的闲

置虾塘资源。

（二）机构设置情况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领导班子由多年从事海洋科研

及管理相关专家组成，所长聂振平，副所长王志成、陈瑞芳。单

位办公地址位于广西北海市长青东路 92 号。

公司下设行政部、业务部、财务部、研发部、生产部、基地

管理中心、物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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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部门预算报表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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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

明

（一）部门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财政拨款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2022 年收支总预算 68.04 万元，同比增加 11.02 万

元，同比增长 19.33%。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

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二）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收入总预算 68.04 万元，同比增加 11.02 万元，

同比增长 19.3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8.04 万元，占

收入总预算 100%，同比增加 11.02 万元，同比增长 19.33%。

（三）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支出总预算 68.04 万元，基本支出预算 68.04 万

元，占支出总预算 100%，同比增加 23.84 万元，同比增长

53.94%。项目支出预算 0 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共分为一类，其中：

208 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8.04 万元，占支出总预算

100%，同比增加 50.02 万元，增长 277.58%。

2．按支出结构分类划分，分为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

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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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预算

基本支出预算 68.04 万元，占支出总预算 100%，同比增

加 23.84 万元，增长 53.94%。

（2）项目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预算 0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 68.04 万元，同比增加 11.02

万元，同比增长 19.33%。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8.04 万元，同比增加 11.02

万元，同比增长 19.33%。

基本支出 68.0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0%，同

比增加 23.84 万元，同比增长 53.94%。主要包括：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68.04 万元。

项目支出 0 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68.04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68.04 万元，主要包括：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退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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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2 年无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说明

我公司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我公司是转制企业，2022 年无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

算。

2.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我公司是转制企业，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我公司是转制企业，无定编车辆。

4.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等情况说明

广西海洋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制院所老人老办法

健康体检费项目，经费预算 6.2 万元。年度绩效目标：年度

共投入 6.2 万元，用于本所 62 名事业退休人员进行健康体

检，人均 1000 元体检费。计划 2022 年 3 月 31 日完成此项

工作，经费支出 6.2 万元，支出进度 100%。

四、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自治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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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所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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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支出科目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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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公”经费：纳入自治区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

公”经费，是指自治区本级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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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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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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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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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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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