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临潼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西安市临潼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是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
府组成部门，挂文物局牌子。内设机构办公室、体育科、文化产
业科、文物科、文化科、市场科。
（一）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文化、文物、体育、广播电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拟订全区文化、文物、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全区文化艺术事业，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管理全区重
大文化活动；推进文化艺术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
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
工作。
组织文物资源调查，负责全区文物保护工作，履行文物行政
执法督察职责，依法组织查处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
负责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协调全区“扫黄打非”工
作。
统筹规划全区群众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加强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建设。
负责全区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指导广播电视节目创作和题材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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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组织举办 2019 年全区系列文体活动。
推进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全年完成 2500 场以上
的演出。
完成 50 场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活动。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工作。
强化保护管理措施，确保全区文物安全。
开展文化市场专项整治活动和“扫黄打非”集中行动。
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保证新闻发稿量达到 1800 篇以上，
向上级新闻媒体报送稿件 30 篇以上。
完成省市下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任务，举办系列体育赛
事，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抓好竞技体育工作，不断提高训练质量
和水平。
完成年度上级下达的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建设任务，做
好已安装“村村通”和“户户通”设备的维护维修工作。
做好机关节能减排工作。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
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15 个，包括：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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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1

西安市临潼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本级

2

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

3

西安市临潼区广播电视村村通服务站

4

西安市临潼区扁鹊纪念馆

5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文物管理所

6

西安市临潼区康家、白家遗址文物管理所

7

西安市临潼区西段遗址文物管理所

8

西安市临潼区秦东陵遗址文物管理所

9

西安市临潼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10

西安市临潼区图书馆

11

西安市临潼区文化馆

12

西安市临潼区广播电视台

13

西安市临潼区体育场

14

西安市临潼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15

西安市临潼区剧院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225 人，其中行政编制 15
人、事业编制 210 人；实有人员 231 人，其中行政 19 人、事业
212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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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7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2717.03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50 万元。
七、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2767.0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2717.0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50 万元，2019 年
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659.9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新增
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2767.03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717.0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5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659.95 万元，主要
原因是今年新增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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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2767.0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2717.03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5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659.9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
年 新 增 中 省 市 提 前 预 下 资 金 ； 2019 年 本 部 门 财 政 拨 款 支 出
2767.0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717.03 万元、政府
性基金拨款支出 50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
加 659.9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新增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717.03 万元，较上
年增加 629.95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新增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17.03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70101）195.60 万元，较上年增加 19.09
万元，原因是人员公用经费增加和人员工资上调。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70102）6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3）文化活动（2070108）1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4）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2070112）62.87 万元，较上年
增加 0.23 万元，原因是为执法队人员工资上调和公用经费增加。
（5）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2070199）187.85 万元，较上
年增加 39.85 万元，原因为项目资金比上年增加。
（6）文物保护（2070204）431.78 万元，较上年减少 43.72
万元，原因为文物保护与考古项目经费减少。
（7）博物馆（2070205）696.40 万元，较上年增加 6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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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因是新增中省提前预下免费开放经费。
（8）体育竞赛（2070305）3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9）群众体育（2070308）39.94 万元，较上年增加 0.51
万元，原因是市级预下经费增加。
（10）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4）9.17 万元，
较上年增加 0.17 万元，原因是上调离休人员取暖费。
（1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支出（2080505）
207.5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4 万元，原因是上调职工养老保险
标准。
（12）图书馆（2070104）220.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4.93 万
元，原因是人员公用经费增加和人员工资上调。
（13）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8.95 万元，较上年减少
8.05 万元，原因是减少 1 名离休人员。
（14）艺术表演场所（2070106）60.95 万元，较上年增加
60.95 万元，原因是 2018 年该科目未使用。
（15）广播（2070804）239.42 万元，较上年增加 41.13 万
元，原因是电台人员增加、人员公用经费增加和人员工资上调。
（16）群众文化（2070109）225.02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8
万元，原因是人员工资上调和公用经费上调
（17）体育场馆（2070307）76.85 万元，较上年减少 5.23
万元，原因是财政重新认定了定补经费标准。
（18）体育训练（2070306）4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19）其它广播电视支出（2070899）31.49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83 万元，原因是为村村通服务站人员公用经费上调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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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上调。

合计
行政运行

2018 年

2019 年

增减变化情况

（万元）

（万元）

（万元）

2087.08

2717.03

629.95

176.51

195.6

19.09

6

6

0

10

10

0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62.64

62.87

0.23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148

187.85

39.85

475.5

431.78

-43.72

博物馆

0

696.40

696.40

体育竞赛

3

3

0

群众体育

39.43

39.94

0.51

9

9.17

0.17

老保险缴纳支出

206.42

207.56

1.14

图书馆

215.24

220.17

4.93

17

8.95

-8.05

0

60.95

60.95

广播

198.29

239.42

41.13

群众文化

222.44

225.02

2.58

体育场馆

82.08

76.85

-5.23

体育训练

4

4

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文化活动

文物保护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
位离退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事业单位离退休
艺术表演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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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广播电视支出

29.66

31.49

1.83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17.03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526.91 万元，较上年减少 3.46 万
元，原因是有退休人员；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164. 07 万元，较上年增加 787.66
万元，原因是今年新增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26.0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25 万元，原因是遗嘱人员减少。
（2）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17.03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258.29 万元，较上年增加 14.07
万元，原因是人员工资上调和人员增加；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832.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741.66
万元，原因是今年新增中省市提前预下资金；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1600.4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9.52 万元，原因是文物保护和考古项目减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09）26.06 万元，较上年减少
6.25 万元，原因是遗嘱人员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9 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0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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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9.8 万
元，较上年减少 8.36 万元（46%），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车改制，
部分车辆不在预算经费。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
上年无变化，2018 年和 2019 年，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预算；公务接待费 0.2 万元，与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9 万元，较上年减少 7.5 万元（45%）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车
改制，部分车辆不在预算经费；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较上年
无变化，2018 年和 2019 年，本部门无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预算。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95.60 万元，较上年
增加 19.09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上调和人员增加。
（八）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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