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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担负着开展全区群众文化理论

研究和学术探讨活动，组织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示范性演

出，承担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具体组织实施工

作，承办社会公益性的政治、文化、科教等展览展示，开展

培训、讲座、辅导等公益性免费服务活动，满足广大群众的

文化需求。

二、机构设置

对本部门（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构成进行详细说

明。如：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纳入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

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 1 个，包括 1 个

二级预算单位。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纳入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化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 1 个，包括 1

个二级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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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余结转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0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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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算表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余结转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0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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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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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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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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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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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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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 08 表

公开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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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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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09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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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9 表

公开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合计

无 无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数据取自财决 11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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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24735767.74 元 ， 支 出 总 计

23881288.81元。与 2020年度相比，收入总计减少 4396468.39

元，下降 15.09%；支出总计减少 2507648.64 元，下降 9.5%，

主要原因是 2021年向宁夏艺术职业学校调出 30名事业编制

人员。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收入合计24735767.74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24639717.66元，占99.61%；上级补助收入0元，占0%；

事业收入0元，占0%；经营收入0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0元，占0%；其他收入96050.08元，占0.39%。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23881288.81 元，其中：基本支出

17068997.42 元，占 71.47%；项目支出 6812291.39 元，占

28.53%；上缴上级支出 0元，占 0%；经营支出 0元，占 0%，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24639717.66元、财政拨款

支出总计 23159890.63元。与 2020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入

总计减少了 3469921.68 元，下降了 12.34%；财政拨款支出

总计减少 2510449.83 元，下降 9.78%，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向宁夏艺术职业学校调出 30名事业编制人员。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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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3159890.63元，占本年支

出合计的 96.98%。与 2020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减少 2510449.83 元，下降 9.78%，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向宁夏艺术职业学校调出 30名事业编制人员。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315989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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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

支出 16554611.22元，占 71.4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

出 4877530.19元，占 21.06%；卫生健康（类）支出 572576.22

元，占 2.47%；节能环保（类）支出 0元，占 0%；城乡社区

（类）支出 0 元，占 0%；资源勘探信息（类）支出 0 元，

占 0%；农林水（类）支出 0元，占 0%；交通运输（类）支

出 0元，占 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类）支出 0元，占 0%；

住房保障（类）支出 1155173元，占 4.99%。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34555004 元，

支出决算为 23159890.63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7.02%。决算

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 2021 年向宁夏艺术职业学

校调出 30 名事业编制人员；二是受疫情影响，群众文化活

动缩小人员规模，部分活动未能如期开展；其中：2070108

文化活动 1639819.44元；2070109群众文化 12187026.34元；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1491499.16 元；2070199 其他文化

和旅游支出 1083099.83元；2079902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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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1.71 元； 2079999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8654.74元；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1900912元；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70858.30 元；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905759.89 元；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572576.22 元；2210201 住房公积金

898997元；2210203购房补贴 256176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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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7068997.42

元，其中：人员经费15822980.41元，公用经费1246017.01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 13897294.01元，较 2021年度年初预算

数 15522500,减少 1625205.99元，降低 10.47%，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向宁夏艺术职业学校调出 30 名事业编制人员；较

2020年度决算数增加 2237998.57元，增长 15.09%。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227081.01 元，较 2021 年度年初预

算数 1411000减少 183918.99元，降低 13.03%，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向宁夏艺术职业学校调出 30 名事业编制人员；较

2020年度决算数减少 241363.99元，降低 16.44%。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925686.4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

算数1656400,增加269286.4元，增长16.25%，主要原因是年

中增加去世人员丧葬费及抚恤金；较2020年度决算数减少

1144946.79元，降低37.29%。

4.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0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0；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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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

5.资本性支出18936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数0,增加

18936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购买档案柜等办公家具；

较2020年度决算数减少13004元，降低40.71%。

6.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0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数

增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

加（减少）0元，增长（降低）0%。

7.对企业补助0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减少）

0元，增长（降低）0% 0；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加（减少）0

元，增长（降低）0%。

8.其他支出0元，较2021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减少）0

元，增长（降低）0%；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加（减少）0元，

增长（降低）***0%。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总体情况说明。2021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预算为145500元，支出决算为15994.22元，完成预算的

10.99%，2021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一是受因疫情影响，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二

是减少馆际交流，未发生公务接待费支出；三是公务车辆减

少且车况较好，相关费用降低。

2021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比2020年度减少19,124.30元，下降54.46 %，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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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支出决算15994.22元，比2020年度减少19,124.30元，

下降54.46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增加）0元，下降

（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车况较好，节约相关费用。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

情况说明。2021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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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4.22元，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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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预算为19,400.00元，支出决算为0

元，完成预算的0%；2021年度因公出国（境）团组数0个，

累计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97,000.00元，支出

决算为15,994.22元，完成预算的1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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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4.22元，主

要用于车辆的日常运行及维护等。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

3.公务接待费预算为29,100.00元，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

预算的0%。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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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加（减

少）0元，增长（降低）0%。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元，支出



— 19 —

0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元。较2020年度决算数增加（减少）

0元，增长（降低）%。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备注：此数据与部

门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

2021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元，比 2020 年度

增加（减少）0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单位性

质为事业单位。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年度本部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 181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0元、政府采购

工程支出 0元、政府采购服务 1510000元。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 181000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

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181000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8800平方

米，共有车辆 2 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

用车 0 辆,车改批复保有量 2 辆，均为业务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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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宁

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组织对 2021 年度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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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一级项目 0个，二级项目 5个，共

涉及资金 525.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86.27%。 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0 个，涉及资金 0 万元，占

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总额的 0%。

（1）“非遗进万家、文旅展风采”系列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中，“大河上下”第

十三届黄河流域九省区摄影作品联展、第七届“迎新春”全

区群众书法绘画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已经圆满完成，满足了

基层群众对美术、摄影、书法方面的基本需求。文化馆评估

定级工作已按原计划完成全部工作。全区合唱比赛计划于

2022 年举办，并在原定基础上扩大活动参加范围；

（3）免费开放及文艺培训项目，受疫情影响 2020 年公

益性免费培训依托网络平台，使用线上培训的形式完成全部

培训工作，其他免费开放项目完成了 90%；

（4）“清凉宁夏”群众文化活动项目，根据自治区疫

情防控要求调整演出场次，虽全年演出场次减少，但完成质

量较高，完成了计划工作任务的 100%；

（5） 2020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上年结转），已完成合同约定内容的 90%。

项目实施总体质量情况较好，2021 年按照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要求，未能完成全部年度计划，未完成部分已列入 2022

年工作计划，尽快组织实施完成。基本做到了项目资料齐全

完整，提高了群众文化活动质量，达到凝聚人心，共同激励、

共谋发展的效果，汇聚了发展的正能量。

2.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各项目



— 21 —

评分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自评得分为 77.06 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自评得分为 70.60 分；免费开放

及文艺培训项目自评得分为 83.88 分；“清凉宁夏”群众文

化活动项目自评得分为 97.1 分； 2020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自评得分为 96.75。
3.问题及建议：

建议一：2021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群众文化活

动普遍组织较少，资金使用也是随着项目数量的减少而减

少，需要增加资金时限。
建议二：下半年拨付的资金，可以延续到下一年度使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保障公民

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

服务的制度和系统。

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

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

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3.“三公”经费：是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本次公开数据为财政性资金，包含基本
支出及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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