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滨区新闻中心

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1、拟订年度汉滨区新闻宣传工作计划，策划全区新闻

宣传重点、组织实施汉滨区内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

信、微博等新闻媒体平台的新闻报道工作，把握正确的舆论

导向；在做好汉滨区内的新闻报道工作的同时，协调中、省、

市级新闻媒体对汉滨的新闻宣传，积极提供新闻线索和相关

资料，提升全区新闻报道质量、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水平。

2、做好重点宣传，对外宣传，组织策划和协调指导全

区大型会议和重大活动、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等的新闻

报道，营造浓厚的新闻宣传氛围；及时发布全区重大新闻信

息，帮助协调全区各行各业发布重要新闻和形象宣传，提升

全区的对外形象; 对中省市区各级新闻媒体发表的新闻稿

件的收集整理；统筹、协调、管理好全区互联网上的新闻宣

传工作。

3、建好阵地平台，搞好《汉滨时报》、电视《汉滨新

闻》、《汉滨网》、《汉滨新闻微信》、《汉滨新闻微博》、

《今日头条-汉滨新闻》《一点资讯-汉滨新闻》的策划、采

编、制作、管理；整理、留存全区各类新闻影像、音像资料。

4、建设全区新闻通讯员队伍，做好通讯员队伍的业务

培训和联络工作，保证区内外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

信、微博等新闻媒体平台稿件数量和质量。

5、负责做好全区政办、区直部门新闻宣传发稿情况统

计、通报、年度新闻宣传考核工作。



6、加强新媒体建设，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搞好全区网络新闻宣传的统筹协调、网络和微信及微博新闻

的发布与管理，网络舆情的管理监测与应对。

（二）、机构设置

内设：内设办公室、新媒体管理部、汉滨时讯采

编部、广播电视新闻部、汉滨网管理部、专题技术部、通联

部。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建好阵地，立体发声。

一年来，汉滨区新闻中心以着实办好《汉滨时报》、电

视《汉滨新闻》、《汉滨之声》、汉滨网、汉滨新闻微信公

众号几个宣传平台为目标，充分利用文字、画面、声音、网

络、手机移动客户端等各种途径展示汉滨在追赶超越、引领

发展中的好声音、好事迹，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倾听群众呼

声，积极为党委政府呐喊代言，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全年几大宣传平台共刊登、播发新闻八千余条，其中《汉

滨时报》出刊 47 期，《汉滨新闻》播出 146 期，汉滨网刊

载稿件 4000 篇次，汉滨新闻微信平台刊载新闻稿件 3400 条

次；上传视频新闻 146 期，《汉滨时报》数字报 47 期，围

绕追赶超越引领发展、生态脱贫、教育脱贫、健康脱贫、新

民风建设、综治平安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制作专题片

8 部，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二）加强培训，提高质量。

为切实加强新闻宣传队伍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全区新

闻宣传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培养一批新闻宣传骨干，造就一

支高素质的新闻宣传队伍。一年来，积极组织邀请新闻界专

家，通过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从新闻写作、



投稿技巧、新闻摄影等方面进行了专题培训，通过培训、QQ

群、通讯员联系制度等方法进一步加强了通讯员队伍建设。

今年通讯员在采写稿件时选取的素材、标题和内容整理上都

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即使是消息报道，也均能做到有人

有事注重细节和生动有趣贴近生活，基层通讯员采写的稿件

在省级媒体和安康日报头版的上稿数量较去年增加近 40%。

同时，新闻中心通过定期召开业务讨论会的形式，每周

对采写编发的新闻进行集中研讨，分析亮点和不足，大大提

高了从业人员业务水平。电视《汉滨新闻》节目质量大幅提

高，中心人员采写的稿件在《安康新闻》、《金州播报》发

稿率比同期增长 60%。

重头稿件，捷报频传。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中心，突出脱贫攻坚、引领

发展、党建工作三大任务，先后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

党建引领、社区建设、服务民生等主题宣传上，精心策划并

推出了一系列重头稿件在中省级电视频道、纸质媒体显要位

置播出、刊发。

《“一户一策”加固改造、完善分类补助标准，陕西汉

滨——危房翻新 老乡开心》长篇通讯稿件 10 月 30 日在《人

民日报》23 版头条位置“民生调查.一线新探索”栏目刊发。

6 月 5 日-6 月 7 日，汉滨区配合陕西电视台采访瀛湖网箱清

理整顿工作的稿件在《陕西新闻联播》播出之后，7 月 15 日，

《陕西：保护江河 实现生态效益长效化》稿件在央视新闻

联播播出，节目以安康瀛湖拆除网箱为切入点，报道了当地

牺牲眼前利益，放眼长远保护、有效开发的具体做法。汉滨

区“以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建”《“五个一”引领秦巴妇

女脱贫圆梦》稿件在中国妇女报长篇报道，汉滨区巾帼筑梦

先进做法被写进新华社内参，引起强烈反响。《汉滨区：以



资产收益推动脱贫攻坚》、《山坡盖“被子” 农民赚“票

子”》等通讯稿件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汉滨区实施

新农合“DRGS+”支付方式》稿件、汉滨区聚力扶贫扶志《激

发脱贫内生动力》稿件、汉滨区教育扶贫“345”模式《为

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讯稿件在陕西日报头版重要位置刊

发，《陕西汉滨：毛绒小玩具撑起山区大产业》、《“异地

置业”叩开秦巴山区致富门》、《这里的汉江清又静——陕

西汉滨区护水纪实》等稿件在新华社客户端刊发，《产业扶

贫新路——陕西汉滨区脱贫攻坚掠影》在人民网刊发，从不

同视角、采用不同手法展示汉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进程

中的新亮点、好做法和先进典型报道，充分展示了汉滨各级

铺下身子谋发展的良好新形象。

周密协调，强化服务。

积极联系服务新闻媒体。一年来，根据工作实际，进一

步加强和中央电视台、陕西日报、安康日报、陕西广播电视

台、安康电视台、安康人民广播电台等市级以上主流新闻媒

体的联系和合作，先后举办了“中国好茶·陕茶 1 号”暨大

竹园茶旅新镇建设推介会，汉滨区首届农民丰收节，汉滨区

资产收益扶贫新闻发布会，汉滨区“秋韵红叶·醉美茨沟”

文化旅游活动等反响强烈的宣传活动。

4 月 23 日，陕西卫视《脱贫路上》栏目组深入汉滨区，

重点采访宣传脱贫攻坚工作，大型演播室人物访类节目《脱

贫路上》——《大河人家》于 5 月 17 日 21：15 在陕西卫视

播出。6 月 14 日至 22 日，CCTV-7《农广天地》栏目摄制组

走进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忠诚现代农业园区，采访拍摄高级

职业农民刘瑞红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7 月

31 日，汉滨电商参与录制的《向幸福出发》节目于 19:30 在

央视三套首播。节目一经播出，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不仅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汉滨魅力，也打响了汉滨富硒优质农

副产品品牌。

全区各部门、镇办都能积极主动和区委宣传部配合开展

工作，扎实认真细致地做好各级各类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来

汉滨采访活动的服务工作，催生了一大批由资深记者、专业

写手执笔撰写的好新闻、执机拍摄的好图片，并在省市各级

媒体予以刊发，对外展示了汉滨好形象。

阶段宣传，亮点频闪。

在突出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宣传的同时，对全区各级各

部门各单位，在日常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亮点工作进

行新闻采访和宣传报道，按照时间季度顺序，推出了《重点

工作承诺》、《冲刺双过半》、《七八九农林水大会战》、

《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等宣传策划，重点报道了汉滨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工业经济和民生工程

等亮点工作，《七堰探“搬”——从七堰社区看陕西移民搬

迁政策红利》、《由光彩走向精彩——汉滨区民营经济助力

脱贫攻坚记略》、《企业扶贫，汉滨用“多赢”说话》、《新

家园 新生活 新希望——汉滨区移民搬迁安置社区见闻》、

《“四式八法”聚力攻克深度贫困》、《红色动能催变“三

变”——汉滨区支部引领“三变”的有益实践》、《宜品宜

游两相宜——汉滨区双龙镇推进“茶旅融合”促产业转型升

级记略》、《山里人城里当“房东”——汉滨区“异地置业”

扶贫为深度贫困村开辟新路》、《阳光照亮脱贫路——汉滨

区实施光伏扶贫工作纪实》等一批稿件在省市级主流媒体刊

播。

同时，围绕区委区政府阶段性工作任务，对各种大型会

议、突发事件、赛事活动、招商推介等宣传工作成效显著。

在丝薄会、杨凌农高会、“陕茶一号”沈阳推介会等大型商



贸活动和“我要上龙舟节”、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中，新闻中心组织专人参与活动，精心策划宣传报道，

取得了强烈反响。

面对脱贫攻坚决胜关键时刻，全区各级各部门牺牲国庆

长假、周末时间，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一线，新闻宣传干部

也放弃休假，加班加点，第一时间用笔和镜头把干部奋战一

线开展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和工作动态向外界传递，共在省

市电视、报纸刊发稿件 19 篇，推送微信 98 篇，最高点击量

大 2 万余次，有效提升了汉滨知名度和美誉度。

（六）创新机制，提升效能。

为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主体责任，充分掌握新

闻舆论工作主动权，全面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汉滨区委宣传

部结合汉滨实际，经过前期调研和筹备，并征求新闻媒体代

表意见和建议，按照“正面宣传形成攻势，负面舆情正确引

导”的目标，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了新闻宣传“1+1+1”工作

机制。即：一个专门工作机构，一套正面宣传激励机制，一

条负面舆情快速交办处置回应通道。每月形成主题报道小高

潮，每季度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策划一个主题，邀请在安新闻

媒体，走进汉滨生产一线、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新闻发布活动，

每年围绕全区重大工作创新、重要经验成效精心策划，推出

至少一个工作品牌。新闻宣传 1+1+1 机制运行几个月以来，

迅速形成强大的新闻舆论合力，捷报频传、反响良好，得到

了市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几个月来，在省、市各级在安新闻媒体的支持下，区委

宣传部持续加强同各新闻媒体的密切联系、深度合作力度，

分别围绕全区在省、市考核中实现“三连优、四连进”、“汉

滨区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汉滨区脱贫攻坚奋力追赶”、



“脱贫攻坚亮点工作”等主题推出了系列主题报道，实行一

题多写、一稿多投，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立体的宣传和

推介，共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发稿 500 余篇（条），编发《汉

滨内参》……期，有效化解舆情……件。

《坚守，只为硕果盈枝》、《敢创敢为敢争先》、《补

短板 强引擎 打赢工业追赶超越硬仗》、《“汉滨速度”摘

取区域经济发展“四连进”“三连优”》、《汉滨区：“新

社区工厂”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就业》、《汉滨区：全力打造

工业经济新引擎》、《汉滨区：小辣椒领衔大产业助力脱贫

攻坚》、《汉滨：电子商务让扶贫产品走出大山》、《汉滨

区：资产收益扶贫撬动三农发展》、《汉滨：搬进新家园开

启新生活》、《汉滨区：“光伏发电”项目让贫困村“阳光

变现”》、《汉滨区：重拳整治 铁腕治水》、一大批优秀

稿件在省、市主流媒体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刊发。实现了近

年来同期新闻发稿数量质量新高、连续无汉滨负面报道、电

视广播“双突破”等一系列佳绩。进一步整合了全区新闻宣

传骨干力量，及时总结提炼了汉滨工作经验成效，定期推出

了主题宣传报道，提高了新闻宣传效率，提升了新闻报道质

量，加大了主题报道密度，全面展示了汉滨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

（七）改善条件，激发活力。

为进一步促使汉滨区迅速实施转型升级战略，推动媒体

融合发展，努力在构建互联网新型媒体机构、运行机制、生

产方式上实现新突破。近年来，汉滨区新闻中心积极通过整

合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信、微博等资源，在人力、

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融合，着力构建声、屏、报、微、

网“六位一体”的“全媒体”宣传格局，打造“资源通融、

内容兼融、宣传互融”的新型媒体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汉滨



区追赶超越、引领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已发展成为具有

较强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区域一流媒体。

目前，汉滨区新闻中心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努

力改善、更新办公设备，实现了演播大厅、视频剪辑室、配

音室、编辑室、办公室等配套功能部室建设。同时，进一步

充实中心人员力量，遴选了一批工作责任心强、业务素质较

高的干部充实到新闻中心工作，有力地整合了人力物力资

源，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体制保障。

2018 年 9 月，汉滨区又积极争取县级融媒体中心项目，

目前已和省市相关部门对接，完成相关项目申请报备工作。

准备建设融媒体应用系统，打通汉滨区的网站、微博、微信、

客户端等平台，实现新闻和政务信息发布的统一采集、内容

汇聚、共享互通、统一分发。建设中央厨房和业务展示大屏，

实现采编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促使信息服务的多渠道、多

终端高效传播。最终实现汉滨区新闻宣传工作的统一指挥与

调度，创新现有汉滨区采编流程，实现目前汉滨区所有发布

平台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及信息的集约化生产，增强并扩

大安康市汉滨区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以及公

信力。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1、汉滨区新闻中心,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事业单位，隶

属汉滨区委宣传部管理，一级预算单位，内设办公室、新媒

体管理部、汉滨时讯采编部、广播电视新闻部、汉滨网管理

部、专题技术部、通联部。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包括部门本

级（机关）决算和所属事业单位决算。



序号 单位名称

1 汉滨区新闻中心部门本级（机关）

（2）本部门（单位）2018 年部门决算只有部门本级，无二

级决算单位纳入决算编制范围。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5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5 人；实有人员 14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

业 14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单位 2018 年度收入 160.43 万元，比 2017 年减少

5.73 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 2018 年度支出 160.43 万元，

比 2017 年减少 5.73 万元,原因是人员减少。

2.本单位 2018 年收入中财政拨款 160.43 万（主要是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



3. 本年度支出构成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支出中基本支出 152.43 万元，占 95%

（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目支出为 8 万元，

占 5% （ 主 要 是 用 于 专 题 片 制 作 ） 。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单位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60.43 万元，比 2017

年减少 5.73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2018 年度财政拨款

支出 160.43 万元，比 2017 年减少 5.73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



员减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60.43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 万元（主要是事业运

行支出和宣传事务支出）；农林水支出 0.3 万元（其他扶贫

支出 0.3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2.4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80.31 万元，公用经费 72.17 万元，

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本部门没有“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支出。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无涉及绩效管理的项目。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 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

说明 本部门没有绩效管理的项目。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

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

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

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8 年度）

填报单位:汉滨区新闻中心 自评得分：100

（一）简要概述部门职能与职责。 拟订年度汉滨区新闻宣传工作计划，策划全区新闻宣传重点、组织实施汉滨区内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体平台的新闻报道工作。

（二）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按活动内容分类。 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三）简要概述当年区委区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 开展新闻宣传和通讯报道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预算

完成

率

（10

分）

10

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

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

部门（单位）预算数。

预算完成率＝100%的，得 10

分。

预算完成率≥95%的，得 9分。

预算完成率在 90%（含）和 95%

之间，得 8 分。

预算完成率在 85%（含）和 90%

之间，得 7 分。

预算完成率在 80%（含）和 85%

之间，得 6 分。

预算完成率在 70%（含）和 80%

之间，得 4 分。

预算完成率＜70%的，得 0分。

2018 年决算

报表
100% 100% 10

预算

调整

率

（5

分）

5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

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

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

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

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

产生的调整除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

性基金预算。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得 5

分。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的，每

增加 0.1 个百分点扣 0.1 分，

扣完为止。

2018 年决算

报表
100% 100% 5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支出

进度

率

（5

分）

5

支出进度率=（实际支出/支出预算）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程

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上半年实际支

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门预算

安排+上半年执行中追加追减）

*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部门前三季度

实际支出/（上年结余结转+本年部

门预算安排+前三季度执行中追加

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得 2

分；进度率在 40%（含）和 45%

之间，得 1 分；进度率＜40%，

得 0 分。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75%，

得 3 分；进度率在 60%（含）和

75%之间，得 2 分；进度率＜60%，

得 0 分。

2018 年 决 算

报表
100% 100% 5

预算

编制

准确

率（5

分）

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

入预算与决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他收入决算数

/其他收入预算数×100%-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得 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 20%和 40%

（含）之间，得 3 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40%，得 0分。

2018 年 决 算

报表
100% 100% 5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三

公经

费”控

制率

（5

分）

5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

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三公经费”的实际控

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得 5

分，每增加 0.1 个百分点扣 0.5

分，扣完为止。

2018 年 决 算

报表
100% 100% 5

资产

管理

规范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规范，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管理情况。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算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置按规定程序

审批。

3.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 5 分，有 1项不符扣 2

分,扣完为止。
2

全部

符合

全部

符合
5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

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

公式和数据

获取方式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与

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分析与

建议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5

分）

5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

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

3.重大项目开支经过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全部符合 5 分,有 1 项不符扣 2

分。

2018 年 决 算

报表
15

效
果

履职尽

责（60

分）

项目

产出

（40

分）

40

1.若为定性指标，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

100-80%（含）、80-50%（含）、

50-1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完成比率计分，正向指标（即

指标值为≥*）得分＝实际完成

值/年初目标值*该指标分值，反

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得分

＝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该

指标分值。

2018 年决算

报表
40

项目

效益

（20

分）

20
2018 年决算

报表
20

备注：

1.“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直接细化成部门年初绩效目标中的指标，并根据重要程度赋权。

2.“绩效指标分析”是指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从“是否与项目密切相关，指标值是否可获取，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等角度，从

产出和效果类指标中找出需要改进的指标，并逐项提出次年的编制意见和建议。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2.4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80.31 万元，公用经费 72.17 万元，用

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八、专业名词解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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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附件 2

2018 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 汉滨区新闻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目录

序号 内容 是否空表 公开空表理由

表 1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否

表 2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否

表 3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否

表 4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否

表 5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否

表 6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否

表 7部门决算一般公共决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是 本部门无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支出

表 8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是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支



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01 表

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1、财政拨款收入 160.43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60.43 2、外交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国防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2、上级补助收入 5、教育支出

3、事业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经营收入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其他收入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0.30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60.43 本年支出合计 160.43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报表存在尾数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可以忽略不计。



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02 表

编制部门：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60.43 160.43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 160.13

20133 宣传事务 160.13 160.13

2013350 事业运行 152.13 152.13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8.00 8.00

213 农林水支出 0.30 0.30

21305 扶贫 0.30 0.30

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 0.30 0.3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03 表

编制部门：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60.43 152.43 8.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 152.13 8.00

20133 宣传事务 160.13 152.13 8.00

2013350 事业运行 152.13 152.13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8.00 8.00

213 农林水支出 0.30 0.30

21305 扶贫 0.30 0.30

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 0.30 0.3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04 表

编制部门：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60.43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160.13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外交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国防支出

4、公共安全支出

5、教育支出

6、科学技术支出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0.3 0.3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60.43 本年支出合计 160.43 160.43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总计 支出总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报表存在尾数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可以忽略不计。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05 表

编制部门：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160.43 152.43 80.31 72.13 8.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0.13 152.43 80.01 72.13 8.00

20133 宣传事务 160.13 152.43 80.01 72.13 8.00

2013350 事业运行 152.13 152.43 80.01 72.13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8.00 8.00

213 农林水支出 0.30 0.30 0.30

21305 扶贫 0.30 0.30 0.30

2130599 其他扶贫支出 0.30 0.30 0.3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06 表

编制部门： 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备注经济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52.43 80.31 72.1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80.30 80.31

30101 基本工资 44.24 44.24

30102 津贴补贴 6.77 6.77

30103 奖金 0.30 0.30

30107 绩效工资 28.99 28.99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2.13 72.13

30201 办公费 13.41 13.41

30202 印刷费 3.26 3.26

30205 水费 0.18 0.18

30206 电费 2.10 2.10

30207 邮电费 0.60 0.60

30211 差旅费 17.48 17.48



30214 租赁费 12.50 12.50

30226 劳务费 22.38 22.38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0.22 0.22

310 其他资本性支出

31002 房屋建筑物购建

31003 办公设备购置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07 表

编制部门： 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会议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

费

1 2 3 4 5 6 7 8

本年数

上年数

增减额

增减率（%）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的实际支出。



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08 表

编制部门：汉滨区新闻中心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

结余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