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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决算信息公开正文

第一部分 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本级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落实党的文化、旅游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自

治区党委、市委的决策部署。起草历史文化保护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草案。研究拟订全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政策措

施、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全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体制机制改革。

2、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执行有关广播电视法律、

法规、规章。负责拟订全市广播电视事业、产业、科技发展

政策和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推进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广播电视阵地管理，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和创作导向。

3、举办和管理全市重要文化、旅游活动，组织全市旅

游整体形象宣传推广，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推介，推进全域

旅游。

4、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

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

5、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进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6、指导推进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推进文化和旅游行

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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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负责拟订文物和博物

馆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8、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

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

9、指导推动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和旅游市场

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

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

10、负责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市性、跨

区域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

法行为，督查督办重大案件，维护市场秩序。

11、负责对全市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

理。指导全市电视剧行业发展和电视剧创作生产。监督管理

全市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和广告播放。

12、组织实施全市性广播电视重大宣传活动和广播电视

节目评价工作。负责推进全市广播电视与新技术新媒体新业

态融合发展，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13、负责对全市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和安全播出进行

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

推进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14、负责全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人

才队伍建设。

15、完成市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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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为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单

位，核定编制 15 个，实有在编人员 15 人。石嘴山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部门决算包括：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本级部门决算、

所属事业单位部门决算。纳入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2019 年部

门决算编制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石嘴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2、石嘴山市文化馆

3、石嘴山市图书馆

4、石嘴山市文物管理所

5、石嘴山市博物馆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

支出分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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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入总计 68,802,653.50 元，支出总计

69,709,465.09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入较上年增加

54418717 元，增长 378.33%，支出较上年增加 52745311.56

元，增长 310.92%。主要原因为地方性债务经费及中央转移

支付经费较上年增加。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68,802,653.50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7,043,798.90元，占97.44%；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

入0元，占0%；其他收入1,758,854.60元，占2.56%。

(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69,709,465.09 元，其中：基本支出

4,393,266.42 元，占 6.3%；项目支出 65,316,198.67 元，

占 93.7%；经营支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67,043,798.90 元。与 2018 年

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54470388.47 元，增长 433.22%；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67,412,982.99 元，财政拨款支出增

加 52254200 元，增长 344.71%。主要原因为地方性债务经费

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较上年增加。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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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67,412,982.99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6.7%。与 2018 年相

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52254200 元，增长 344.71%。主要原

因为地方性债务经费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较上年增加。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67,412,982.99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说明：：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300 元，占 0.01%；文

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28,323,747.09 元，占 42.01%；社

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455,271.98 元，占 0.68%；卫生健

康 支 出 200,835.76 元 ， 占 0.3% ；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38,090,000.00 元，占 56.5%；住房保障（类）支出 342,828.16

元，占 0.5%。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3189378.76 元，支出决算为 67,412,982.99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2113.65%。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一是中央、自治区转移支付；二是政府带编预算项目拨款增

加；其中，生态工业旅游项目经费支出 3809 万元；中央、

自治区转移支付 2540 万元。

(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7,412,982.99元，其中：人员经费3,381,897.00元，公用

经费487,502.31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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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资福利支出3,302,641.0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

算数增加1220532.32元，增长58.6%，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增加致使费用增加；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847739.29元，

增长34.52%。

(2)商品和服务支出487,502.31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

算数增加185588.23元，增长61.47%，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

人员增加，致使其他交通补助费用增加；较2018年决算数增

加219180.36元，增长81.68%。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9,256.00元，较2019年度年初

预算数增加63900元，增长416%，主要原因是由财政承担的

退休人员民族团结奖在退休费中核算；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

6000元，增长8.1%。

(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0

元，增长0%；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0元，增长（降低）0%。

(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2035.5

元，支出决算为12035.5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

出决算为12035.5元，完成预算的100%。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增加3522.5元，增长41.3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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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减少0元，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

少0元，下降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3522.5元，下

增长41.28%。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2035.5元，占100%。具

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2019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0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2019年，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所属单位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

置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12035.5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

出12035.5元，主要用于招商引资公务接待。国（境）外接

待费支出0元。2019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5个，国内公务接待

人次105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

接待人次0人。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10000000

元，本年支出609000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3910133元。支出

具体情况如下：用于生态工业旅游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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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487502.31 元，比

2018 年增加 219180.36 元，增长 81.68%。主要原因是：2019

年机构改革，人员较上年增加，人员公务交通补助增加。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

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工

程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共

有车辆 0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

市财政组织对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

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目 0 个，共涉及预算

资金 0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 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今年在部门决算中增加“0”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根据年

初设定的绩效目标，“0”项目自评得分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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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

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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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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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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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

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

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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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石嘴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石嘴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宣

传、贯彻中央、自治区有关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拟

订全市文化市场管理措施、办法；负责大武口区、惠农区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监督平罗县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

作；接受市广电部门对相关文化市场执法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完成石嘴山市文化新文广电局交办的与其职责相关的其

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石嘴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为隶属石嘴山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管理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副处级事业单

位），内设两个科室（副科级），即：综合科、执法监督科。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

支出分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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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收入总计1105546.76元，支出总计1105546.76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 278623.23 元，下

降 25.20%。主要原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减少。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1049137.7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040779.32元，占99.2%；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

元，占0%；其他收入8358.44元，占0.8%。

(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1058022.63元，其中：基本支出903611.57

元，占 84.5%；项目支出 154411.06 元，占 15.5%；经营支

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1042284.82 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 151604.84 元，下

降 14.55%。主要原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减少。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007426.13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5.21%。与 2018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84958.03 元，下降 18.35%。主要原因为

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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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007426.13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

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 元，占 0%；教育（类）

支出 0 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元，占 0%；文化

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782407.09 元，占 77.66%；社会保障

和就业（类）支出 91358.8 元，占 9.07%；农林水（类）支

出 0 元，占 0%；卫生健康（类）支出 47429.4 元，占 4.71%；

住房保障（类）支出 86230.84 元，占 8.56%。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1077769.52 元，支出决算为 1007426.13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93.47%。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

机关运行经费减少；二是人员调出。

(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95253.13

元，其中：人员经费797060.74元，公用经费98192.39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797,060.74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减少3237.66元，降低0.4%，主要原因是生育保险减少；

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153,974.00元，降低19.31%。

(2)商品和服务支出98192.39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减少78,438.73元，降低79.88%，主要原因是机关运行经

费减少；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127,211.03元，降低129.55%。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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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15,946

元，降低100%。

(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5000元，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

成预算的0%。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未发生公务接待费用。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减少4045元，下降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接待

费支出决算减少4045元，下降100%。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减少（增加）0元。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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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费支出0元。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元，本年

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98,192.39 元，比

2018 年减少 143,157.03 元，下降 145.79%。主要原因是：1

是工资福利支出减少；2 是商品和服务支出减少;3 是其他资

本性支出减少。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我队无政府采购项目。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71.3 平方米，

共有车辆 0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

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

对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经费：10 万元，主要用于执法人

员参加文化旅游市场、文物市场专项培训、采购执法装备费、

执法检查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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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性收费：5.7 万元，主要用于文化市场日常监

管等。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为 65 分。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

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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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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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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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

支出。

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

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

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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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第三部分 石嘴山市文化馆部门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开展各种文化艺术宣传教育活动。

2、负责开展文化阵地活动；研究、辅导并组织开展群

众性文艺创作。

3、负责指导基层文化活动，培养在职和业余文艺骨干。

4、负责搜集、整理和保护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建立、

健全群众文化艺术档案。

5、完成市文化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6、单位基本情况：石嘴山市文化馆内设办公室、公共

文化部、文艺部，培训部，财基部，创研部。核定编制 19

个，实有人员 28 人，其中在编 17 人，政府聘用公益性人员

8 人；聘用其余专业人员 3 人。

（二）机构设置

石嘴山市文化馆属于石嘴山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下属

的全额事业单位。属于国家公益一类。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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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支出分

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7663.984.01 元 ， 支 出 总 计

4925755.98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入增加 2354678.04 元、

支出减少 1880071.75 元，收入增长 44.35%。主要原因为人

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支出下降 27.62 %。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7663984.01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965173.14元，占90.88%；上级补助收入695650元，占9.08%；

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元，占0%；其他收入3160.87

元，占0.04%。

(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4925755.98元，其中：基本支出3506192.8

元，占 71.18%；项目支出 1419563.18 元，占 28.82%；经营

支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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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收入 6965173.14 元，支出

4198628.83 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收入

增加 2744089.49 元，支出增加 45688.69 元。收入增长

65.01%，支出增长 1.1%。主要原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

付经费增加。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4198628.83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85.24%。与 2018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45688.69 元，增长 1.1%。主要原因为人

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4198628.83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

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 元，占 0%；教育（类）

支出 0 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元，占 0%；文化

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3447789.09 元，占 82.12%；社会保

障和就业（类）支出 407943.94 元，占 9.72%；农林水（类）

支出 0 元，占 0%；卫生健康（类）支出 103966.29 元，占

2.48%；住房保障（类）支出 238929.51 元，占 5.69%，等等。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2,718,393.62 元，支出决算为 4198628.83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54.45%。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一是申请了专项资金；二是加快支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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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779065.65

元，其中：人员经费2475100.12元，公用经费303965.53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2390472.12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增加262078.49元，增长12.31%，主要原因是行政事业单

位在2019年调整工资；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61015.91元，降

低2.49%。

(2)商品和服务支出301466.53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增加211466.53元，增长（降低）234.96%，主要原因是一、

加快了资金支付进度，二、申请了资金专项经费；较2018年

决算数增加163943.42元，增长119.21%。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4628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增加84628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退

休人员团结奖增加；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13558元，增长

19.08%。

(4)其他资本性支出2499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减

少497501元，降低99.5%，主要原因是已完成招标，但设备

款在2020年支付；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2499元，增长100%。

(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0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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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元，

完成预算的100%。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等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严格控制了三公经费的支出。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2019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开支内容包括：无

此类费用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主要用

于0费用支出等。2019年，石嘴山市文化馆和所属单位财政

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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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接待费支出0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元，

主要用于：0费用支出。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主要用

于：0费用支出。2019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内公务接

待人次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

接待人次0人。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元，本年

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按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事业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事业运行经费支出 303965.53 元，比

2018 年增加 166442.42 元，增长 121.03%。主要原因是：申

请到专项经费进行专项业务活动。其中：...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石嘴山市文化馆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2499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2499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政府采

购工程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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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共

有车辆 0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3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

石嘴山市文化馆对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

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0 个，二级项目 0 个，共涉及

预算资金 0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 100%。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石嘴山市文化馆今

年在部门决算中没有增加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金”、

“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

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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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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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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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

支出。

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

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

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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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第四部分 石嘴山市图书馆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负责各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和管理工作。

2、负责馆藏书刊、影像资料的借阅服务工作。

3、负责全市基层图书馆（室）业务指导和业务人员的

培训工作。

4、组织开展图书文献资料的建设、开发利用和信息交

流工作。

5、完成石嘴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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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图书馆为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是石嘴山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下属单位。核定编制人数 19

人，实有在编人员 16 人，车辆 1 辆，为图书流动车。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

支出分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5,369,739.22 元 ， 支 出 总 计

4,384,682.22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1187815.43

元，增长 28.40%；支出总计减少了 1099719.40 元，下降

20.05%。主要原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5,369,739.22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5,362,497.57元，占99.87%；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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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0元，占0%；其他收入7,241.65元，占0.13%。

(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4,384,682.22 元，其中：基本支出

2,946,208.64 元，占 67.19%；项目支出 1,438,473.58 元，

占 32.81%；经营支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决算 5,362,497.57 元，支出

总决算 4,069,022.96 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

计增加 1381029.28 元，增长 34.69%；支出总计各增加

426866.67 元，增长 11.72%。主要原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

移支付经费增加。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4,069,022.96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70.45%。与 2018 年相

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426866.67 元，增长 11.72%。主要原

因为人员调整及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4,069,022.96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 元，占 0%；教育（类）

支出 0 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元，占 0%；文化

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3,250,134.73 元，占 79.88%；社会

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463,999.07 元，占 11.40%；农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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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支出 0 元，占 0%；住房保障（类）支出 245,860.43

元，占 6.04%。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2836714.60 元，支出决算为 4069022.96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43.4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中央自治区转移支付拨款。

(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630549.38

元，其中：人员经费2,526,637.84元，公用经费103,911.54

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2,416,567.84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

算数增加192709.43元，增长86.66%，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179220.68元，降低69.04%。

(2)商品和服务支出103,911.54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

算数减少31764.64元，降低23.41%，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压减支出；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29934.62元，增长40.47%。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0,070.00元，较2019年度年

初预算数增加110,070.00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核发退

休人员民族团结奖；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13670元，增长

14.18%。

(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减少）0元，增长（降低）0%，主要原因是无；较2018年

决算数增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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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872元，支

出决算为872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872

元，完成预算的100%。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增加240元，增长37.9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

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接

待费支出决算增加240元，增长37.98%；。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872元，占100%。具体情

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2019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开支内容包括：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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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书馆和所属单位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

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872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872

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主要

用于无*。2019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

11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接待

人次0人。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元，本年

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元，比 2018 年增

加（减少）0 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无。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石嘴山市图书馆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算

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工程

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

购服务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共

有车辆 1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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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3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市图书馆无。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市图书馆今年在部

门决算中无增加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

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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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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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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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

的支出。

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

行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

出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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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第五部分 石嘴山市文物管理所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按照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为：

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

二是拟定文物保护规划和年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是组织和协调文物研究、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和文物宣

传等工作；

四是负责全市文物管理、保护和文物资源的开发研究等

工作；

五是完成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机构设置

石嘴山市文物管理所由石嘴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

2002 年 12 月设置为全额预算正科级事业单位（石编发

[2002]40 号），隶属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核定编制 4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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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定科级领导职数 1 名，专业技术岗位 3 人。2019 年文管

所在职人数 4 人，全部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预算为本部门

预算，无下属单位预算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

支出分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收入总计698,475.31元，支出总计662,455.24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128,381.53 元，增长

22.52%；支出总计减少了 500,956.36 元，下降 43.06%。主

要原因为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702704.03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92966.78元，占98.61%；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

元，占0%；其他收入5508.53元，占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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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662455.24 元，其中：基本支出 548800.23

元，占 82.84%；项目支出 113655.01 元，占 17.16%；经营

支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决算 692966.78 元，支出总

决算 693213.23 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减

少 268033.92 元，增长 27.89%；支出总计减少 470198.37 元，

减少 40.41%。主要原因为中央转移支付经费增加。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656868.24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9.16%。与 2018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269028.08 元，减少 29.06%。主要原因为

上年度项目经费支付较多。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656868.24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

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 元，占 0%；教育（类）

支出 0 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元，占 0%；文化

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538023.11 元，占 81.91%；社会保障

和就业（类）支出 47747.66 元，占 7.27%；农林水（类）支

出 0 元，占 0%；卫生健康类支出 20499.06 元，占 3.12%；

住房保障（类）支出 50598.41 元，占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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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512,212.89 元，支出决算为 656,868.24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28.2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中央自治区转移支付拨款。

(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48800.23

元，其中：人员经费516932.01元，公用经费26281.22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516932.01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84753.89元，增长16.40%，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长；

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23457.93元，增长4.53%。

(2)商品和服务支出25021.22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减少3753.55元，降低13.04%，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压

减支出；较2018年决算数增加1598.98元，增长6.82%。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增

加0元，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较2018年

决算数增加0元，增长0。

(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减少）0元，增长（降低）0%，主要原因是无；较2018年

决算数增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

(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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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0元，支出

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

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

预算的0%。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增加0元，增长.%，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减少

（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

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接待费

支出决算增加0元，增长0%；。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减少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2019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开支内容包括：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2019年，

市文物管理所和所属单位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

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0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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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公务接待。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主要用于

无*。2019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0人，

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元，本年

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元，比 2018 年增

加（减少）0 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无。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石嘴山市文物管理所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

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

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

工程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

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共

有车辆 0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

特种设备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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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市文物管理所无。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市文物管理所今年

在部门决算中无增加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

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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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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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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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

支出。

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

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

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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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第六部分 石嘴山市博物馆决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负责做好全市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可移

动文物的征集、收藏、保管、陈列、展示、交流、宣传

等工作。

2、负责馆藏文物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

3、负责开展文物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传播、弘

扬历史、科学、文化知识。

4、承担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广电局交办的其他

工作。

（二）机构设置

石嘴山市博物馆属于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下属

的全额事业单位。属于国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二、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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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分类)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收入总计1821019.46元，支出总计2260547.71

元。与 2018 年相比，收入增加 77694.87 元、增长 4,45%；

支出减少 493271.18 元，下降 17.91%。主要原因为人员工资

调整增加。

(二)关于 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1821019.4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768382.97元，占97.12%；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

元，占0%；其他收入52636.49元，占2.88%。

(三)关于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2260547.71元，其中：基本支出510382.24

元，占 22,58%；项目支出 1750165.47 元，占 77.42%；经营

支出 0 元，占 0%。

(四)关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收入 1768382.97 元。

支出 1674074.16 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172493.17，收入增加 78184.36 元，增长 10.81%。财政拨款

支出减少 536508.4 元，，减少 24.27%。主要原因为中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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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经费增加。

(五)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674074.16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74.06%。与 2018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 536508.4 元，减少 24.27%。主要原因为本年

度项目经费较少。

2.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674074.16 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

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 元，占 0%；教育（类）

支出 0 元，占 0%；科学技术（类）支出 0 元，占 0%；文化

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1565216.13 元，占 93.5%；社会保障

和就业（类）支出 44826.51 元，占 2.67%；农林水（类）支

出 0 元，占 0%；卫生健康支出 17930.61 元，占 1.1%，住房

保障（类）支出 46100.91 元，占 2.73%。

3.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936162.68 元，支出决算为 1674074.16 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78.8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

是加快支出进度，将上年结余支出。

(六)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00670.16

元，其中：人员经费477386.32元，公用经费23283.84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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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资福利支出476546.32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71997.64元，增长17.8%，主要原因是工资晋升；较2018

年决算数增加10252.05元，增长2.2%。

(2)商品和服务支出23283.84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

数增加3283.84元，增长16.42%，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较2018年决算数减少6364.69元，降低21.47%。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4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840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慰问退休人员；较2018

年决算数增加840元，增长100%。

(4)其他资本性支出0元，较2019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0

元，增长（降低）0%，主要原因是没有购买固定资产；较2018

年决算数增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

(七)关于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0元，支出

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

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元，

完成预算的100%。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等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严格执行八项规定。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8年

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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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增长）0%；。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0；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

八项规定。。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决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元，占0%。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2019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元。2019年，

石嘴山市博物馆和所属单位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

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0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0元，

主要用于0。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2019年国内公务接

待批次0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

次0个，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八)关于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0元，本年

支出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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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本部门事业运行经费支出 23283.84 元，比 2018

年减 6364.69 元，增长（下降）21.46%。主要原因是： 严

格执行八项规定。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9 年，博物馆政府采购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782529.2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82529%。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782529.2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82529.2%。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元，支出决算总额

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0 平方米，共

有车辆 0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

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0 台（套）。

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

博物馆组织对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

效自评。博物馆没有项目绩效评价。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博物馆今年在部门

决算中增加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博物馆 2019 年没有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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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项目绩效评。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行政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取得的收入。

3、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专户资

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

入。包括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5、上级补助收入：指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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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基本支出：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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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

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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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

行分类；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

出进行分类。

10、工资福利支出（类）：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

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1、商品和服务支出（类）：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

的支出。

12、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类）：反映政府用于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

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费

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