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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概况

一、主要职能

忻州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

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市级文艺家协会和县（市、区）、企业、

学校文联和文艺工作者的联合组织，同时实行团体会员制和个人

会员制，市文联由市委领导，市委宣传部代管。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开展同各文艺协会和县

（市、区）文联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协调等工作，听取和

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

（二）组织团体、个人会员的文艺创作和评论，学术、人才

培训；研究文艺动态，掌握创作方向；协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文

艺活动的评奖。

（三）协同有关部门，联系、组织中外文艺界的文化交流活

动，开展同各省（市、区）文艺界和本省各市（地）文艺界的学

习和交流。

（四）开展维护文艺家和文艺团体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工作。

（五）主办市级文艺刊物，指导线（市、区）主办的文艺刊

物。

（六）组织召开市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组织召开



文联系统的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会。

（七）开展文化产业开发，有效地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化。

（八）承担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忻州市文联没有下属单位，2021 年部门决算单位 1 个，单

位性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编制 13 名，现有人数

10 名。其中，领导职数：主席 1 名（正处级）；副主席 2 名（副

处级）；科级 4 名、一级科员 3 名。

内设机构 3 个：办公室、创联部、文艺创作研究室。

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一、忻州市文联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忻州市文联收入决算表

三、忻州市文联支出决算表

四、忻州市文联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忻州市文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

六、忻州市文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二）

七、忻州市文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表

八、忻州市文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



九、忻州市文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十、忻州市文联部门决算公开相关信息统计表

第三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情况说明

（一）2021 年收入和支出的总体情况：

2021 年财政收入 227.7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27.79

万元，占比近 100%；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 227.7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1.58

万元，占比 66.54%（人员支出 125.24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6.34 万元）；项目支出 76.21 万元，占比 33.46%，主要用于本

单位完成文化事业各项工作所发生办公费、印刷费、稿酬等。

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 227.79 万元比 2020 年财政拨款收入

187.23 万元增加 40.56 万元，增长 21.66%,增加主要原因是人员

增加，经费也相应增加；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 227.79 万元比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

198.44 万元，增加 29.35 万元，增长 14.79%,增加主要原因是

人员增加，支出也相应增加；

2021 年项目支出 76.21 万元，比 2020 年项目支出 91.93 万

元，减少了 15.72 万元，下降 17.1%，主要原因是项目数量减少，

经费也相应减少，办公费、印刷费等费用均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1.58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23.84 万元，占 81.7%；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1.83 万元，占 7.8%，用于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卫生健康（类）支出 5.25 万元，占 3.5%，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医疗支出；

农林水（类）支出 2.76 万元，占 1.8%，用于扶贫工作队补

助支出；

住房保障（类）支出 7.9 万元，占 5.2%，用于行政事业单

位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

为零，与上年相等，减少 100%，无“三公”经费。

（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经费变动情况

2021 年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0.04 万元，比 2020 年对个

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4.35 万元，增加了 5.69，主要是退休人员去

世，支出增加抚恤金。

（五）资产变动情况

固定资产年初数 136158 元，固定资产年末数 186938 元，比

上年增加 507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固定资产（无偿增加国产电

脑、打印机等）。



（六）单位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2021 年度严格按要求开展了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

整体支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设定了工作目标，核算了预

算配置，检验了预算执行情况，规范了预算管理、加强了资产管

理，评价了职责的履行情况。依据绩效评价中暴露出的问题，及

早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进一步堵塞漏洞，提升工作的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我单位完成了 2021 年度整体绩效自评，并对项目

开展了项目绩效自评，评价结果优秀。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 年度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所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支出均为零。

（八）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2021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6.34 万元，比上年 11.19 万元

增加 15.15 万元，主要是年初预算拨款时，人头经费增加，小项

目经费合并入办公经费，故办公费、福利费、工会费、其他交通

补贴均增加。

（九）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年政府采购共计31.60万元。其中，采购印刷服务31.60

万元。

(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截止 2020 年底我单位资产管理系统登记

公务用车 0 部。



（2）房屋情况：我单位共有房屋面积 0平方米。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所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均为零。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补助的资金

（二）年初结转结余：指以前年度工作目标尚未完成，结转

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或以前年度工作目标已完成，

剩余的滚动资金。

（三）年末结转结余：指本年和以前年度工作目标尚未完成

结转到下一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或本年和以前年度

工作目标已完成，剩余的滚动资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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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市级部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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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

（八）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主要是存款利息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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