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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预算编

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承担对珠宝玉石饰品进行监督检验、仲裁检验、委托检验、

公正性评价检验；行使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范围内的监督管理

职能；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技术交流以及相关科学研究工作；

研究、开发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工作所需的新技术、新仪器、新设

备、新手段和新的检验方法等。

（二）机构设置情况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是经云南省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准，由原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成立的省级直属事业单

位，于 2018 年 12 月经云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转隶云南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机构规格为正处级，单位类别为公益二类，核定

事业编制 30 名，2022 年共有 13 个内设机构及部门,分别为：（1）

检验检测部门 9 个：昆明质检中心，旅游质检部（含锦华质检站、

世代景星质检站），大理质检研究中心（含鹤庆质检站），丽江

质检研究中心，瑞丽质检研究中心（含芒市质检站），腾冲质检

研究中心，景洪质检中心，保山质检站，龙陵黄龙玉质检站。（2）

综合保障部门 4 个：办公室，质量管理培训部，人事部，财务部。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2 年省珠宝院的重点工作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省局党组重

要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服务云南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这一主线，主动对标党中央和省委提出的“十四五”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

聚焦职责使命，聚力改革创新，以建设省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文

明单位为契机，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积极主动服务政企、

服务珠宝产业、服务消费者，充分发挥检验检测机构职能作用，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一）要坚持政治引领，坚定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政治核心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

定不移全面深化从严治党。

（二）要奋勇争先，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全力以赴完成年

度工作任务目标。2022 年省珠宝院奋力开拓市场，在服务好抖

音平台、淘宝直播平台的基础上，开拓其他直播平台及外省市场，

发扬实干精神，力争市场倍增、业务倍增，为促进全省珠宝检验

检测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创造新业绩。

（三）要认真履职，担当作为，主动融入珠宝产业发展大局，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目标。2022 年，院领导班子将牢记使命担当，

后勤综合部门围绕服务检验工作为重心，各中心站点守土有责，

及时掌捂市场变化情况，定期总结市场变化规律，适应市场发展

变化，促进检验收入倍增。

（四）要坚守服务宗旨，加快质量体系建设，服务云南高质

量发展。一是把检验质量、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放在检验检测工

作的第一位，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强化质量管理，实时修订完善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要求，加强能力验证比对试验工作，对出具的

检验检测证书及报告，通过抽查证书报原始记录来发现问题，提

升检验质量，召开检验质量分析会研究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及办法；三是提升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时效性；四是稳定拓

宽技术服务范围，即做好省会所在地昆明地区业务，着力回复瑞

丽直播基地创收的基础上，积极稳定大理、丽江、腾冲、保山等

地的业务工作，同时，积极拓展周边省市的质检业务；五是持续

提升标准科研的能力建设，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内各

省市标准化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五）要积极主动服务政企，扎实推进监督抽查工作，继续

为省局、各州市局等单位提供强有力的珠宝玉石监管技术支持，

促进全省珠宝玉石产业健康发长；加大涉案物品价值评估工作；

进一步完善单位公正性评价检验的标准、流程和依据，为公检法

司机构提供科学合理的公正性评价报告，将积极提升服务水平，

加大评估工作力度；加强和各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学会、协会



等机构的合作，合情合理合法的开展检验检测工作，履行公共职

能，有效提升单位的社会效益。

2022 年珠宝检测工作的大幕已经拉开，本着“质量就是生

命，时间就是金钱，服务就是为民”的理念，既要赢得市场认可，

也要做好疫情的防控。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部门预算单位

共 1 个，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事业编制 30 人，在职实有 26 人，

均为非财政供养人员。

退休人员 2 人，离退人员 0 人。

车辆编制 0 辆，实有车辆 0 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2年财务总收入2,310.3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 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0.00 万元，财

政专户管理的收入 0.00 万元，事业收入 0.00 万元，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2,307.9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0.00 万元，其他收入 2.46 万元。

与上年对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减少 689.63 万元，减少的原

因为受疫情影响，云南省珠宝市场受影响比较大，致使我院珠宝

检验检测量大幅减少，检验检测收入大幅下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0.00 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 0.00 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收益财政拨款 0.00 万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 486.40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院《云南省珠

宝玉石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已实施完毕，项目专项支出

也全部支付完毕，2022 年无新增项目，无财政拨款。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2 年单位预算总支出 2310.37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安排支出 2310.3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46.42 万元，与上年

对比增加 1446.42 万元，基本支出增加变动主要原因为，2022

年经营性收入安排的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人员经费由原来的

项目支出管理调整到基本支出管理中，因此基本支出比上年 0 万

元及基础上增加了 1446.42 万元；项目支出 863.95 万元，与上

年对比减少 2622.45 万元，减少原因为,一是上年度所有支出都

安排在项目支出中，本年因全部纳入预算管理，2022 年的人员

经费 1446.42 万元调整到基本支出中进行预算支出管理，因此造

成了 2022 年项目支出总额减少，二是由于受疫情影响，全院收

入大幅下滑，相对应的支出安排也将根据收入情况进行缩减。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无。

五、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一）与中央配套事项

无。

（二）按既定政策标准测算补助事项

无。

（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事项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

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 5 个，采购预算总额 67.50 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67.5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

元，下降 0.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因公出国（境）

费预算为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元，下降 0.00%，共计

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因公出国（境）0 人次。

增减变化原因：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无一般公用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二）公务接待费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公务接待费预

算为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元，下降 0.00%，国内公务

接待批次为 0 次，共计接待 0 人次。

增减变化原因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

无一般公用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为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元，下降 0.00%。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元，下降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00 万元，较上年减少 0.00 万元，

下降 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0

辆。

增减变化原因：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022

年无一般公用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 2022 年工作计划组织经营收入，出具委托性检验证书

250 万份以上，确保完成全年检验证书的出具量及合格率。保障

广大商家及消费者的权益，优化检验流程，控制低效成本 ，强

化检验工作服务质量。通过提升珠宝市场商品质量来规范市场良

性运行，营造行业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我省的珠宝玉石文化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无。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资产总额 2438.19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472.42 万元，固

定资产净值 1365.46 万元，无形资产净值 50.28 万元，其他资产

550.03 万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240.59 万元，但

固定资产增加76.98 万元，主要原因为当年流动资产减少 550.65

万元造成的，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为 2021 年受疫情影响收

入大幅下滑所致。固定资产增加主要是购置检验检测专用设备及

办公设备。鉴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国有资产占用情况精

准数据，需在完成 2021 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 2022

年 1 月资产月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