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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简称中德科学中心）是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德国研究联合会（DFG）共同成立的

国际化科研资助机构，由中德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共同管理和运

营。中心的法律地位是 NSFC 直属事业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中

德科学中心“主攻”对德合作，主要支持中德两国科学家在自然科

学领域内开展基础研究合作，资助形式多样，为处于各个职业发展

阶段的中德科学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以深入推动中德两国基础科

学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成立 20 年来，中德科学中心已成为促进中德

科技合作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科研资助、人才培养和科技外交

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德科学中心年度经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 DFG 双方

共同承担，各为 50%。中德科学中心拥有人民币和欧元两个账户，

分别用来接收中德双方上级单位的年度拨款并用来支付中心的基本

开支和为中德双方科学家的资助拨款。NSFC 为中心提供人民币，

DFG 为中心提供等值的欧元。 

二、部门机构设置 

根据 1999 年签署的“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联合委员会议事

规章”（中德科学中心创始文件），中德联委会是中德科学中心最高

决策机构，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和德国研究联合

会（DFG）各任命 4 名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的主席由 NSFC 副主任和



DFG 的副主席共同担任。联委会的任务是指导中心工作，其具体工作

职责包括任命中心主任、确定中心工作方针、讨论和批准中心工作计

划、确定中心资助工作的战略领域以及审议、批准或否决中德科学中

心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重大事项。根据

章程要求，中德科学中心每年都要召开中德联委会会议。至今为止，

中德科学中心已经召开了 23 届联委会会议。 

中德科学中心的日常工作在中德双方主任的领导下共同协商管

理，定期召开主任办公会处理日常事务，主任办公会由中德双方主任、

常务副主任组成。 

目前，中德双方派驻人员的工资由双方派出机构承担，不从中心

经费支出。另外，中心还有聘用员工 7 人，协助中德双方派遣人员负

责中心的日常运行和项目资助的全过程管理，其工资由中心支付。 

 

 

 

 

 

 

 

 

 

 



部门公开表 1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一、科学技术支出 9,743.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住房保障支出 9.00

四、事业收入 6,840.0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5.00

本年收入合计 6,845.00 本年支出合计 9,765.00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转下年

上年结转 2,920.00

　　　　　　　　　　收　入　总　计 9,765.00 　　　　　　　　　　支　出　总　计 9,765.00

部门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收      入 支      出

第二部分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部门公开表 2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合计 9,765.00 2,920.00 2,920.00 6,845.00 6,840.00 5.00

280005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9,765.00 2,920.00 2,920.00 6,845.00 6,840.00 5.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9,743.00 2,920.00 2,920.00 6,823.00 6,818.00 5.00

20602 　　基础研究 9,743.00 2,920.00 2,920.00 6,823.00 6,818.00 5.00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9,743.00 2,920.00 2,920.00 6,823.00 6,818.00 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0 13.00 13.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00 13.00 13.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13.00 13.00 1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00 9.00 9.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00 9.00 9.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9.00 9.00 9.00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事业收入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结转资金

政府性基金
预算结转资

金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结转

教育收费 其他资金 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

部门收入总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单位：万元

上年结转 本年收入



部门公开表 3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合计 9,765.00 745.00 9,020.00

280005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9,765.00 745.00 9,02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9,743.00 723.00 9,020.00

20602 　　基础研究 9,743.00 723.00 9,020.00

2060203 自然科学基金 9,743.00 723.00 9,02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00 13.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3.00 13.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00 13.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00 9.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00 9.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9.00 9.00

部门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部门公开表 4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二、上年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收 入 总 计

注：我中心没有使用财政拨款经费，故本表无数据。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收      入 支      出



部门公开表 5

单位：万元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注：我中心没有使用财政拨款经费，故本表无数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项目支出



部门公开表 6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注：我中心没有使用财政拨款经费，故本表无数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公开表 7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注：我中心没有使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故本表无数据。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部门公开表 8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我中心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故本表无数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部门公开表 9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我中心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故本表无数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280005]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第三部分 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 

2021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21 年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我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

算管理。收入包括：事业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包括：科学技术

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1 年收支总预算

9765 万元。 

二、关于 2021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我中心 2021 年收入预算 9765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2920

万元，占 29.90％；事业收入 6840 万元，占 70.05%；其他收入

5万元，占 0.05％。 

三、关于 2021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我中心 2021 年支出预算 976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45

万元，占 7.63％；项目支出 9020 万元，占 92.37％。 

第四部分  重要事项说明 

预算绩效情况 

2021年将对中德科学中心项目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涉及预算拨款 9020 万元。根据以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提高预

算决算编制的科学性，加大结转资金与年度预算的统筹力度，优

化中德科学中心项目，并进一步改进中心管理、完善各项政策保

障。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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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事业单位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等

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 

（三）住房公积金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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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政策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

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缴存

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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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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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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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  

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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