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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概况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是长江以南唯一的公安部直属院校，

濒江临海，交通便利，科教资源丰富，在我国公安高等教育

布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使命。学院前身为 1953 年建立的

江苏省南京林业学校;1994 年 9 月改建为林业部南京人民警

察学校;2000年3月升格为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2010

年 3 月升格为本科院校。学院占地总面积 1113 亩，总建筑

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设有仙林、花园路 2 个校区。

（一）基本情况

学院以人才培养为中心，聚焦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生

态环境、森林草原、生物安全等领域和海关缉私、空中警察、

长航公安人才培养需求，构建起较为完备、特色鲜明的学科

专业体系。学院设有治安学、侦查学、公安情报学、公安管

理学、警务指挥与战术、刑事科学技术、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侦查技术、网络安全与执法 8 个本科专业。并增设了面向民

航公安、长江航运公安、海关缉私部门三大就业方向。其中

治安学、公安情报学、警务指挥与战术、刑事科学技术和网

络安全与执法等 5 个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侦

查学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已形成公安技术、公安学、

林学 3 个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建设学科、1 个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重点（培育）学科、2 个校级重点建设学科等三类互

为支撑、结构合理的学科布局。2017 年被纳入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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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3 年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目前已与北京林

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联合开展了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二）机构设置

1、党政职能部门有学院办公室、组织处、人事处、离

退休工作处、宣传教育处、纪委、工会、发展规划处、机关

党总支、教务处、科技处、学生工作处、团委、招生就业处、

财务处、后勤处、资产管理处、保卫处。

2、教学教辅单位有治安学院、森林消防学院、侦查学

院、刑事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信息技术学院、特警学

院、思政部、基础部、培训中心（继续教育部）、图书馆、

教学评估中心、信息管理中心、期刊编辑部。

3、其他机构有公安教育研究中心、物证检验鉴定中心

等。

（三）人员情况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6,156 人，教职工 440 人，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99 人，博士、硕士学位 348 人，在高层

次人才方面，学院共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2 人，部级津贴 1 人，省（部）级教学名

师 4 人，全国公安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9 人，国家林草局“百

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员 6 人，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 8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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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28 人，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2 人。另外，我院 3 名教师获

聘为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其

中副主任委员 1 人、委员 2 人。



4

二、2022 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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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7,472.84万元。收入包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4,899.8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194

万元、上年结转 2,379.01 万元；支出包括：教育支出

22,706.4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47.64 万元、交通

运输支出 433.3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985.47 万元。

（二）关于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当年财政拨款总规模为24,899.83万元，

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687.49 万元,增长 3%，其中基本支出

增加 2,018.03 万元，主要是 2022 年生均拨款较往年有所增

加；项目支出减少 1,330.54 万元，主要是中央高校改善基

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中的房屋修缮、辅助设施和配套工程项

目预算数有所降低。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2022 年部门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用于以下方

面支出：教育支出 20,858.95 万元，占 83.77%；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120.88 万元，占 4.50%；住房保障支出 2,920 万

元，占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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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支出结构图

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

2022 年预算数为 20,858.95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增加

2,667.52 万元。主要是高等教育基本支出较 2021 年有所增

长。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

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 年预算数为 78.98 万元，

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5.04 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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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

算数为 694.6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1,310.31 万元，

主要原因为，2021 年 12 月开展了京外中央单位 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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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清算，2021 年支出数较大。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 年预算数

为 347.30 万元，比 2021 年执行数减少 655.15 万元，主要

原因为，2021 年 12 月开展了京外中央单位 2014-2020 年职

业年金缴费清算，2021 年支出数较大。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

积金（项）2022 年预算数为 1,290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

基本持平。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2022 年预算数为 1,630 万元，与 2021 年执行数持

平。

（三）关于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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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3.31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15,750.5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住房公积金、离休费、助学金等支出。

日常公用经费 5,312.7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维修（护）费、专用材料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

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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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

（四）关于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的说明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194万元，其中交通运输支出（类）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款）民航安全（项）2022 年预算数为

72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类）民航发展基金支出（款）其他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项）2022 年预算数为 122 万元。

（五）关于 2022 年部门收支总表的说明

2022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39,462.86 万元。按照综合预算

的原则，学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1、2022 年收入总表的说明

2022 年收入预算 39,462.86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4,865.18万元，占12.33%；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4,899.83

万元，占 63.10%；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94 万元，占

0.49%；事业收入 7,890 万元，占 19.99%；其他收入 1,613.85

万元，占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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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收入结构图

2、2022 年支出总表的说明

2022 年支出预算为 39,462.8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9,609.39 万元，占 75.03%；项目支出 9,853.47 万元，占

24.97%。

图 3:支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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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说明

1.政府采购情况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为 4,587 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类预算 44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预算 3,439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700 万元。

2.预算绩效情况

2022 年项目绩效目标继续实现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3,836.5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194 万元。绩效评

价范围包括一般公共预算项目 14个，政府性基金项目 11 个。

四、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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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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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投资

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固定资产租赁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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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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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

指经国家批准设立的公安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

研究生）的各项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归口管

理的所属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类）民航发展基金支出（款）民航

安全（项）：指民航发展基金收入安排用于民航安全领域研

究支出。

11、交通运输支出（类）民航发展基金支出（款）其他

民航发展基金支出（项）：指用民航发展基金安排上述项目

以外的相关支出。

12、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

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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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购房补贴是国家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而给予的补贴资助，即

将单位原有用于建房、购房的资金转化为住房补贴，分次（如

按月）或一次性地发给职工，再由职工到住房市场上通过购

买或租赁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14、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

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

续使用的资金（预算中为预计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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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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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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