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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概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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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成立的

南京林业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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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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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 6057 人，教职工 443 人，其

中高级职称教师 188 人，博士、硕士学位 350 人，国家级教

学名师 1 人、省部级教学名师 4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8 人，江苏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8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

队 3 个，省级示范性实验教学中心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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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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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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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构有食品药品犯罪研究中心、公安职业教育

研究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等。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中心（江苏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森林公安法制研究中心、

濒危野生动植物犯罪研究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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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森林警务航空运动训练基地、野生动植物物证技术重点

实验室等设置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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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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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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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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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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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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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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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初结转和结余 7,320.03 万元，本年收入

27,735.99 万元，本年支出 29,666.41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

款结余 149.98 万元，结余分配 132.91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

余 5,406.68 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27,735.9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8,953.96 万元，占 68.34%；事业收入 7,339.04 万元，占

26.46%；其他收入 1,442.99 万元，占 5.20%。

与 2019 年度相比减少了 4,966.62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增加 314.60 万元，主要为基本建设项目经费较上年有所增

加；事业收入减少 1,330.91 万元，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

培训收入大幅减少，司法鉴定费较去年也有所减少；其他收

入减少 3,950.31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无学院基金会资助学

院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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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29,666.41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24,430.98 万元，占 82.35%；科学技术支出 68.88 万元，占

0.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89.81 万元，占 4.68%；农

林水支出 25.63 万元，占 0.99%；住房保障支出 3,751.10 万

元，占 12.64%。

与 2019 年度相比减少 3,327.45 万元，基本支出减少

2,951.94 万元；项目支出减少 375.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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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支出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本年收入 18,953.9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4,048.38 万元；本年支出 20,486.71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515.64 万元。与 2019 年度相比，

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907.32 万元，减少率为 3.79%。

收入方面，当年财政拨款增加 314.60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

余减少 1,221.92 万元。支出方面，教育支出增加 515.21 万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减少 48.9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

加 759.33 万元。2020 年度机构改革后，无科学技术支出以

及农林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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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20,486.71万

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639.67 万元，增长率为 3.22%。

其中：教育支出增加 515.21 万元，主要是项目支出有所增

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减少 48.95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增

加 759.33 万元。主要原因是住房改革缴费基数调整，支出

相应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教育支出（类）17,424.20 万元，占 85.05%；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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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支出（类）1,262.51 万元，占 6.16%；住房保障支出

（类）1,800.00 万元，占 8.79%。

图 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单位：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等教育（项）。

年初预算 15,891.45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4,048.38 万元，

支出决算 17,424.20 万元，完成 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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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算 1,262.51 万元，

支出决算 1,262.51 万元，完成 100%。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

积金（项）。年初预算 1,170 万元，支出决算 1,170 万元，

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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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

贴（项）。年初预算 630 万元，支出决算 630 万元，完成 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说明

基本支出 14,255.0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9,7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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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休费、退休费、助学金。公用经费 4,530.00 万元，主要

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

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被装

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

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房屋

建筑物购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

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949.4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支出 1,030.43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438.47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480.53 万元。

五、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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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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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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

租收入等。

4.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

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余额。

5.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高等教育：反映高等学院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

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事业单位离退休:指用于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

退休经费。

3.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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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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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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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