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单位
主要职能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是江苏省直属公益一类科研
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植物科技创新与服务、植物文化
传播与教育，为江苏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1、开展植物资源调查、搜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是药用植物、经
济植物、观赏植物、园林绿化植物、生态环境修复植物等基础理论研究、新品
种培育与产业化推广应用研究。 
2、开展植物专类园建设，实施活植物的搜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措施，展
示植物景观和植物文化。 
3、开展植物资源与环境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对植物科学、植物文化、植物与
环境的关系等内容的科学认知。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大人才工程基础投入，吸引高层次人才，“引
”“培”结合，不断改善人才队伍结构，增强单位核心竞争力。稳步提高研究
生教育质量和影响力，吸引优质生源，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产学研用融合的
专业人才。
5、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单位在专业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科研、建园、科普用房及其配套设施设备良好运
行。 
7、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政治引领，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一）单位内设部门17个，管理部门8个，业务部门9个。管理部门分别为：所
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审计处，合署）、监督检查处（审查调
查处，合署）、人事教育处（离退办，合署）、科技管理处、财务资产处、后
勤保卫处；业务部门分别为：植物多样性与系统演化研究中心、药用植物研究
中心、观赏植物研究中心、天然产物化学研究中心、草业研究中心、果树研究
中心、植物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园艺科普中心、植物标本馆（图书信息中
心，合署）。
（二）人员配置情况：编制345人，在编298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6120.3

财政拨款

小计 15120.3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028.3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92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其他资金 100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6120.3

基本支出 5038.84 12597.1

项目支出 1337.28 3523.2

植物标本收集利用及标本维护 100 250

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自主科研经费 104 260

南京中山国家植物园建设规划 80 200

植物专类园及科普场馆维护 600 1500

人才培养 256.8 642

植物资源收集与保护、江苏乡土植物多样性清查、
保护与评价

196.48 491.2

江苏省高等教育内涵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 72 180

中长期目标

目标1：扎实推进“南京中山国家植物园”参加工作
目标2：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在国内同类单位中位居前列
目标3：人才队伍质量显著提升，全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
良、结构合理、具有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
目标4：综合植物园功能显著提升，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提供
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目标5：内部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提高所（园）治理水平
目标6：党的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为所（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年度目标

目标1：2023年获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超10项；发表论文不少于120篇；授权
专利超30件，植物新品种5个，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项，新增省级科研平台1-
2个。
目标2：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收入力争超1000万元。
目标3：新建和改扩建专类园2-3个，新增野生植物引种600种（含品种）以
上；举行主题的科普活动40场，线上线下科普受众达到600万人次以上，力争
入园参观人数超60万人次。
目标4：至2023年底，引进专业技术人员15人，其中博士占比80%以上；在编在
岗人员达到300人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占比75%以上；招收博士后1-2人；自主
招收研究生规模70人以上，联合培养研究生约20人。
目标5：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邀请12名以上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所交流，举办
学术交流活动20次以上，举行植物资源与环境保护主题的研讨会或学术论坛2
场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过程

预算执行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预算管理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人才队伍
建设

专项基金与人才配套
基金资助人数 ≥20人 ≥20人

实施专项基金 ≥2项 ≥3项

人才招聘 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0人 ≥1人

研究生招收与教育
应届研究生毕业生当年就业

率（%）
≥90% ≥90%

应届研究生毕业生按期毕业
率（%）

≥90% ≥90%



履职

党的建设
和精神文
明建设

主题教育常态化
组织上级调研 ≥4次 ≥6次

革命传统教育 ≥90人次 ≥150人次

乡村振兴帮促 组织科技对接活动 ≥3次 ≥6次

党建工作
发展党员 ≥3人 ≥5人

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14个 ≥14个
文明创建 创建文明部门 ≥1次 ≥1次
统战 交流活动 ≥3次 ≥6次

园区建设
与管理

专类园建设
专类园植物生长状况 优良 优良
专类园质量提升数量 ≥1个 ≥2个
新建专类园数量 ≥1个 ≥2个

园区卫生 园区保洁质量 良好 良好

园区管理

园区植物引种种类包括品种 ≥500种次 ≥1000种次
植物博览园温室和配备温室

维修次数
≥0次 ≥1次

科普展馆配套设施数量 ≥0处 ≥1处

科普教育

举办展览、讲座、科普活动
场数

≥30场 ≥60场

媒体宣传次数 ≥15次 ≥30次
开展专家讲座 ≥5次 ≥10次
接待游客人次 ≥30万人次 ≥60万人次

科普展馆配套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完
好，软件程
序开发中，
展陈品持续
收集中基础
设施完好/
展陈品持续
收集中

基础设施完
好，软件程序
开发中，展陈
品持续收集中
基础设施完好
/展陈品持续

收集中

科普讲解受众
≥0.75万人

次
≥1.5万人次

安全管理 重大刑事及安全事故 ＝0次 ＝0次

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科研用房改造
≥1000平方

米
≥2000平方米

学术交流
及学报出
版发行

国内外交流 与国内外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1份 ≥2份

学报出版发行
出版 3期，240页 6期，480页
发行 3期，2500

册
6期，5000册

学报稿件审编
收审稿 ≥250篇 ≥500篇
编校稿 ≥40篇 ≥80篇

学术讲堂
所（园）学术报告/讲堂 ≥3次 ≥6次

研究中心学术报告 ≥10次 ≥20次

科学研究

专利情况
授权专利 ≥10件 ≥28件
申请专利 ≥20件 ≥50件

标本采集
采集制作植物标本

800号，
2500份

1500号，5000
份

采集植物DNA材料样品 ≥500号 ≥1000号
采集植物图片信息 ≥8000幅 ≥15000幅

标本馆运行管理
库区标本整理 ≥15000份 ≥30000份
标本数字化 ≥2000份 ≥4000份
鉴定标本 ≥1500号 ≥3000号

植物新品种
审定或认定 ≥0个 ≥8个



履职

科学研究

植物新品种
新品种权 ≥0件 ≥5件

获奖情况 省部级以上奖 ≥0项 ≥1项

论文发表
SCI论文 ≥25篇 ≥50篇
中文核心 ≥25篇 ≥50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经济效益 科普旅游收入 ≥300万 ≥600万

社会效益

优良品种产业化 ≥2000亩 ≥5000亩
优良植物品种选育 ≥2个 ≥9个
保障开园天数 ≥150天 ≥300天

开展技术培训的专家团队人
数

≥50人次 ≥50人次
新闻媒体报道篇数 ≥80篇 ≥160篇

生态效益
新引入植物生长状况 良好 良好

林木保存状况 优秀 优秀

可持续影响

建设高水平植物科学人才队
伍，增强植物种质资源收集
保存与开发利用能力，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公众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

长期影响 长期影响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游客反馈 良好 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