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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市文化和旅游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文化

和旅游、文物、广播电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市政府工作

部门，为正县级，挂市文物广电局的牌子。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中省关于文化、旅游、文物、广播电视

工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组织拟订全市文化、旅游、

文物、广播电视方面的政策、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物事业、

旅游事业、旅游产业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组织实施文化、

旅游和文物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推进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 

（三）管理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指导全市重点文化设

施建设，管理市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负责申报全市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的评估定级、馆际交

流与协作工作。组织榆林旅游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制定全市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

组织实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和县市区旅游发展工作。 

（四）指导、管理全市文艺事业。指导和管理艺术创作

生产和艺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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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艺、文学等各门类

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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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负责全市公共文化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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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组织实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和区域特色文化的传承、

普及、弘扬和振兴。 

（七）统筹全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规划发展工作，协调文

化和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和领域的融合发展，指导培育文化

旅游新业态，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八）指导全市旅游景区（点）的规划和建设；协调全

市重大旅游节庆活动和会展活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机构

参与全市旅游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指导品牌推广和精准营

销；负责全市 3A 级及以下等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审批、复

核工作，4A 级及以上等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和申报。负责全市

假日旅游工作。负责全市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工作。协调全

市旅游安全工作。 

（九）指导、监管全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工作。负责申报、推荐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负责审核、申报全市文物保护、考古、安全防护、技术防护

的项目和方案；指导全市世界文化遗产等的审核、申报和保

护管理工作。负责文物复制品管理、流散文物征集、文物鉴

定工作。负责协调、指导、检查全市文物安全工作，负责协

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破坏文物、盗掘古墓葬、走私贩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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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 

（十）负责推进全市广播电视与科技融合，拟订全市广

播电视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负

责组织和管理全市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监管和安全

播出，推进广播电视无线数字化覆盖和应急广播建设。负责

对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负责管理全市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机构进行管理；指导、监管全市性广播电视重大宣传活动

和广播电视广告播放。 

（十一）指导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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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健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机制，拟订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工作规范并监督实施。指导、监督全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工作，组织查处和督办全市性、跨区域的文化、文

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维护

市场秩序。 

（十三）负责全市文化、旅游、文物、广播电视对外及

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大型文化、旅游、文物对外及港

澳台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十四）负责拟订全市文化艺术、旅游、文物、广播电

视的人才发展规划，制定人才培训和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文化、旅游、文物、广播电视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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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初级职称评审及行业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十五）协调、指导全市文旅事业、文旅产业资源开发、

招商引资及文旅产业园区建设等工作。 

（十六）负责对职责范围内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十七）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市文化和旅游局设下列内设机构:政秘科、艺术科、公

共服务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产业发展科、资源开发科、

市场科、旅游行业科、文物科、长城保护利用科、博物馆与

文物交流合作科、宣传科、广电科、科技事业和安全传输保

障科、机关党委。 

二、2020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是抓好“三馆”功能使用暨陈列布展各项工作。榆林

“三馆”（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是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全市 27 项阶段性重大事项之一。榆林“三馆”建筑面积

达 20 万多平方米，功能使用和陈列布展各项工作任务繁重。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我局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已

召开 4次专家论证会，不断推动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陈

列布展等工作，目前，博物馆陈列布展设计方案初稿已形成，

将于近期向市政府做工作汇报，待汇报通过后，将进一步展

开陈列布展工作，确保 2020 年全面完成博物馆、图书馆等

功能使用暨陈列布展各项工作任务。 

二是做好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评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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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各项准备工作。2020 年 5月，文化和旅游部将对我市国家

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进行评估考核验收，我局已

全面安排了迎接评估考核各项工作。考核内容具体为 14项：

实验区总体规划及实施方案，与实验区配套的地方性法规、

文件，建设周期及目标，实验区组织管理制度建设，人才队

伍保障，实验区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档案管理，传习场馆，

整体性保护，项目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传承传播工作，

数字化及数字库建设，创新性和可推广性。我局将围绕以上

14 项评估考核内容开展工作，全面提高非遗研究和传承质

量，完成首个市级非遗展馆陈列布展工作，举办非遗保护传

承培训班，特别是针对濒危项目制定具体的抢救性保护方

案，完整记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和实物，防止传承断档、

技艺消亡，确保 2020年通过评估验收。 

三是扎实开展全市文艺精品创作工作，组织参加 2020

年在宝鸡举办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四是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和厕所革命工作。 

五是做好 2020“陕北榆林过大年”工作。按照市政府办

《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稳增长有关工作清单的通知》，深化

和巩固“陕北榆林过大年”旅游品牌，组织开展各类春节文

化惠民活动，指导各县市区春节举办各类相关活动，丰富和

活跃广大市民春节文化娱乐生活，拉动旅游消费，不断提升

榆林旅游影响力。目前已启动 2020“陕北榆林过大年”活动

各项工作，主城区共安排了 45项各类文化旅游活动。 

六是配合实施好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迁址建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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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局将尽快完成项目净空高度审批的申报工作，

开展发射塔前期设计工作，待科创新城管委会完成项目土地

征收工作后，及时开展土地地质勘探、环评等工作，确保项

目 2020 年开工建设。同时，全力配合住建部门开展东山台

办公楼提前拆除相关工作，完成台站临时办公区的搬迁工

作，确保古城改造项目顺利进行。 

七是做好长城保护利用展示工作。 

2020 年我局邀请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周萍院长带队

三次来榆林考察长城保护利用展示项目工作，目前正在加紧

推动两个展示项目的设计方案编制工作。一是镇北台至常乐

堡 15 公里长城保护利用展示项目，二是 204 省道榆靖公路

横山街办段 1000 米展示项目。这两段长城墙体保存较为丰

富，遗存有多处连续间断的夯土墙体及墩台。目前，项目正

在按照省文物局安排，加大前期工作力度，确保有 1 个项目

列入中省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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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共有 22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 

2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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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 

4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5 榆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6 榆林市群众艺术馆 

7 榆林广播电视监测台 

8 榆林市广播电视传输管理段 

9 榆林市戏曲研究院 

10 榆林剧院 

11 榆林市古城文物管理所 

12 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 

13 榆林民俗博物馆 

14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理所 

15 榆林市红石峡文物管理所 

16 绥德电视转播台 

17 横山电视转播台 

18 榆林市深墕则广播电视微波站 

19 榆林市惠家塬广播电视微波站 

20 榆林市麻黄梁广播电视微波站 

21 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微波站 

22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23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队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9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645 人，其中行政编

制 37 人、事业编制 608 人；实有人员 628 人，其中行政 40

人、事业 58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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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构成情况表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0723.67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672.8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2050.80万元。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

上年 10987.28 万元减少 263.6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一般

公开预算拨款减少 71.41万元，按照中央过紧日子思想要求，

压减公用经费；二是事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192.2万元。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10723.6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 8672.8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万元、事业支出

2050.80 万元。2020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 10987.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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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少 263.61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一般公开预算拨款减

少 71.41 万元，按照中央过紧日子思想要求，压减公用经费；

二是事业支出较上年减少 192.2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8672.87 万元，全部为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0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

8744.28 万元减少 71.41 万元，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过紧日

子思想要求，压减专项业务经费。2020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

出 8672.87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020年本

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 8744.28 万元减少 71.41 万元，主

要原因是按照中央过紧日子思想要求，压减专项业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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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8672.87 万元，

较上年 8744.28万元减少 71.4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按照中

央过紧日子思想要求，压减专项经费 101 万元，二是由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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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人员增加，人员及公用经费预算较上年增加 29.59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72.87万元，其

中： 

 

（1）行政运行（2070101）514.20万元，较上年 938.60

万元减少 424.40 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机构改革，人员减

少，人员经费 5.37 万元；二是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压

缩单位公用经费，较上年减少 291.31 万元；三是压缩单位

专项业务经费，较上年减少 700万元。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70102）190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190万元，原因为专项业务经费增加。 

（3）文化展示及纪念机构（2070105）60 万元，较上年

80 万元减少 20 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压缩

单位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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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艺术表演场所（2070106）322.59 万元，较上年

481.23 万元减少 158.64 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

求，压缩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 

（5）艺术表演团体（2070107）5.22 万元，较上年 0万

元增加 5.22 万元，原因为细化功能科目，将其从艺术表演

场所中细分出来。 

（6）群众文化（2070109）308.47万元，较上年 327.16

万元减少 18.69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压缩

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 

（7）文化创作与保护（2070111）2304.08 万元，较上

年 2748.73 万元减少 444.65 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

子要求，压缩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 

（8）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2070112）344.54 万元，较

上年 392.28 万元减少 47.74 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

子要求，压缩单位人员及公用经费支出。 

（9）旅游行业业务管理（2070114）148.54万元，较上

年 156.47万元减少 7.93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

求，压缩单位人员、公用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10）文物保护（2070204）655.64 万元，较上年 728.17

万元减少 72.53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压缩

单位人员、公用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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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博物馆（2070205）418.84 万元，较上年 356.87

万元减少 61.97万元，原因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压缩

单位人员、公用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12）电影（2070607）无列支经费，较上年减少 609.72

万元，原因为机构改革，将电影公司划转至宣传部所致。 

（13）电视（2070805）1424.55 万元，较上年 1409.50

万元增加 15.05万元，原因为专项业务经费增加。 

（14）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10.93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10.93 万元，原因为上年度未单独列支。 

（1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2080505）705.10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705.10 万元，原因为上年度未单

独列支，在人员经费中体现。 

（1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2080506）352.55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352.55 万元，原因为上年度未单

独列支，而是在人员经费中体现。 

（17）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9901）8.45万元，

较上年 43.23万元减少 34.78万元，原因为人员变化引起单

位负担部分发生变化。 

（18）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33.93 万元，较上年

36.66万元减少 2.73 万元，原因为人员变化引起单位负担部

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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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359.01 万元，较上年

435.65 万元减少 76.64万元，原因为人员变化引起单位负担

部分发生变化。 

（20）住房公积金（2210201）506.23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增加 506.23 万元，原因为上年度未单独列支，而是在

人员经费中体现。 

3. 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72.87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719.02万元，较上年的 6210.06

万元减少 508.96 万元，原因是由于机构改革，人员减少，

人员工资等较上年有所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641.78万元，较上年的 1816.61

万元减少 174.83 万元，原因是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

压缩公用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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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287.07 万元，较上年

的 697.91万元减少 410.84万元，原因是行政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移交养老统筹，造成离退休经费大幅减少。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309）2 万元，较上年 0 万元

增加 2万元，原因是购置文物和陈列品。 

资本性支出（310）23万元，较上年 19.70 万元增加 3.30

万元，原因是办公设备购置增加和其它资本性支出增加。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72.87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563.68 万元，较上年 476.99

万元减少 86.69万元，原因为机构改革，人员变动造成。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733.09 万元，较上年 922.18

万元减少 189.09 万元，原因是为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

压缩公用经费支出及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机关资本性支出（二）（504）2万元，较上年增加 2 万

元，原因为购置文物陈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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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7064.03 万元，较上年

6637.50万元增加 426.53万元，原因为文化文物旅游广电事

业发展，业务增加所致。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506）23万元，较上年 9.70 万

元增加 12.30万元，原因为购置办公设备。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87.07万元，较上年 697.91万元减

少 410.84 万元，原因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转至养老

统筹。 

4、2019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 2019 年无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19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

款收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19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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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与上年持平，

主要原因为本部门本年未安排出国（境）业务；公务接待费

3.80万元，较上年的 4.7 万元减少 0.9万元，降低 19.15%；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财政压减一般

性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 万元，较上年 8.0 万元持

平，无增减变化，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公车保有量无变化，该

项支出无增减；本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预算，与上年公务

用车购置预算对比无变化。 

本部门无 2019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培训费支出数 8.0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是本部

门培训业务与上年相同无增减。 

会议费支出数 6.6万元、较上年 7.6万元减少 1.0万元，

降低 13.16%，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努力压缩一般性支出，

提高经费管理水平，实现了“三公”经费下降。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7 辆，

单价 20万元以上的设备 10台（套），2020年未安排预算购

置车辆。 

2020 年，本部门无 2019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

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 1007.08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类预算 472.0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预算 430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类预算 105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政府

采购表）。

本部门无 2019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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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3.6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

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 2019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

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66.01万元，比上年

72.12万元减少6.11万元，降低 8.47%，主要原因是为落实中

央过紧日子要求，压缩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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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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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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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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部门名称：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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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部门预算 10,723.67 一、部门预算 10,723.67 一、部门预算 10,723.67 一、部门预算 10,723.67

  1、财政拨款 8,672.87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8,582.87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563.68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8,672.87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7,311.17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733.09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170.00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984.63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2)政府性基金拨款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2.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教育支出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8,695.83

  2、上级补助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2,140.8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442.00

  3、事业收入 2,050.8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647.83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31.65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696.80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10、卫生健康支出 407.46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6、其他收入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2.00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442.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表1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20、住房保障支出 536.73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0,723.67 本年支出合计 10,723.67 本年支出合计 10,723.67 本年支出合计 10,723.6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上年实户资金结余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未安排支出的实户资金

上年结转

    其中：财政拨款资金结转

          非财政拨款资金结余



表2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
性基

金拨
款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对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用

事
业

基
金

弥
补

收

上
年

结
转

上

年
实

户
资

金
余

额

其
他

收
入小计

其中：专
项资金列

入部门预
算的项目

** ** ** ** ** ** ** ** ** ** ** ** ** **

合计 10,723.67 8,672.87 170.00 2,050.80

219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10,723.67 8,672.87 170.00 2,050.80

  219001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1,314.03 1,314.03

  219002   榆林市戏曲研究院 1,349.70 1,349.70

  219003   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 1,779.77 1,779.77

  219004
  榆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
229.35 229.35

  219005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361.56 361.56 30.00

  219006   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 307.07 307.07

  219007   榆林市群众艺术馆 428.40 428.40

  219008   榆林市广播电视监测台 222.06 222.06

  219009   榆林市古城文物管理所 251.83 251.83

  219010
  榆林市广播电视传输管理

段
57.48 57.48

  219011   榆林民俗博物馆 200.83 200.83

  219012   榆林剧院 1,383.83 413.03 970.80

  219013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202.93 202.93 60.00

  219014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190.81 190.81 40.00

  219015   陕西省绥德电视转播台 374.69 374.69

  219016   陕西省横山电视转播台 382.47 382.47



表2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
性基

金拨
款

上级

补助

收入

事业收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对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用

事
业

基
金

弥
补

收

上
年

结
转

上

年
实

户
资

金
余

额

其
他

收
入小计

其中：专
项资金列

入部门预
算的项目

** ** ** ** ** ** ** ** ** ** ** ** ** **

  219017
  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微波站
107.09 107.09

  219018
  榆林市深焉则广播电视微

波站
58.03 58.03

  219019
  榆林市麻黄梁广播电视微

波站
43.86 43.86

  219020
  榆林市惠家塬广播电视微
波站

63.31 63.31

  219021   榆林市红石峡文物管理所 690.00 690.00

  219022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

理所
490.00 100.00 390.00

  219024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队 234.55 234.55 40.00



表3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
性基
金拨

款

事业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对附
属单

位上
缴收

入

上年
实户
资金

余额

其
他
收

入

上
年
结

转小计

其中：专

项资金列
入部门预

算的项目

** ** ** ** ** ** ** ** ** ** ** **

合计 10,723.67 8,672.87 170.00 2,050.80

219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10,723.67 8,672.87 170.00 2,050.80

  219001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1,314.03 1,314.03

  219002   榆林市戏曲研究院 1,349.70 1,349.70

  219003   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 1,779.77 1,779.77

  219004
  榆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支队

229.35 229.35

  219005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361.56 361.56 30.00

  219006   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 307.07 307.07

  219007   榆林市群众艺术馆 428.40 428.40

  219008   榆林市广播电视监测台 222.06 222.06

  219009   榆林市古城文物管理所 251.83 251.83

  219010
  榆林市广播电视传输管
理段

57.48 57.48

  219011   榆林民俗博物馆 200.83 200.83

  219012   榆林剧院 1,383.83 413.03 970.80

  219013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202.93 202.93 60.00

  219014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
心

190.81 190.81 40.00

  219015   陕西省绥德电视转播台 374.69 374.69

  219016   陕西省横山电视转播台 382.47 382.47



表3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总计

部门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
性基
金拨

款

事业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对附
属单

位上
缴收

入

上年
实户
资金

余额

其
他
收

入

上
年
结

转小计

其中：专

项资金列
入部门预

算的项目

** ** ** ** ** ** ** ** ** ** ** **

  219017
  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微波站

107.09 107.09

  219018
  榆林市深焉则广播电视
微波站

58.03 58.03

  219019
  榆林市麻黄梁广播电视

微波站
43.86 43.86

  219020
  榆林市惠家塬广播电视

微波站
63.31 63.31

  219021
  榆林市红石峡文物管理

所
690.00 690.00

  219022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
管理所

490.00 100.00 390.00

  219024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
队

234.55 234.55 40.00



表4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 8,672.87 一、财政拨款 8,672.87 一、财政拨款 8,672.87 一、财政拨款 8,672.87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8,672.87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7,502.87   1、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563.68

     其中：专项资金列入部门
预算的项目

170.00   2、外交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6,809.57   2、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733.09

  2、政府性基金拨款   3、国防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06.23   3、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公共安全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4、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2.00

    5、教育支出     (4)资本性支出   5、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7,064.03

  6、科学技术支出   2、专项业务费支出 1,170.00   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23.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696.67     (1)工资福利支出   7、对企业补助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77.03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145.00   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9、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10、卫生健康支出 392.94     (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0、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1、节能环保支出     (5)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2.00   11、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2、城乡社区支出     (6)资本性支出 23.00   12、债务还本支出

  13、农林水支出     (7)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13、转移性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     (8)对企业补助   14、预备费及预留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15、其他支出

  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0)其他支出

  17、金融支出   3、上缴上级支出



表4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按大类）

预算数

  18、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住房保障支出 506.23

  2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4、预备费

  25、其他支出

  26、转移性支出

  27、债务还本支出

  28、债务付息支出

  2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8,672.87 本年支出合计 8,672.87 本年支出合计 8,672.87 本年支出合计 8,672.87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结转下年

收入总计 8,672.87 支出总计 8,672.87 支出总计 8,672.87 支出总计 8,672.87



表5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4 **

合计 8,672.87 7,096.63 406.23 1,17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696.67 5,121.49 405.18 1,170.00

  20701   文化和旅游 4,197.64 3,469.61 268.03 460.00

    2070101     行政运行 514.20 447.05 67.15

    207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90.00 190.00

    2070105     文化展示及纪念机构 60.00 60.00

    2070106     艺术表演场所 322.59 322.59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5.22 5.22

    2070109     群众文化 308.47 284.50 23.97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2,304.08 2,027.52 146.56 130.00

    2070112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344.54 287.64 16.90 40.00

    2070114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148.54 100.31 8.23 40.00

  20702   文物 1,074.47 548.23 36.24 490.00

    2070204     文物保护 655.64 378.09 27.54 250.00

    2070205     博物馆 418.84 170.14 8.70 240.00

  20708   广播电视 1,424.55 1,103.64 100.91 220.00

    2070805     电视 1,424.55 1,103.64 100.91 220.00



表5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4 **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77.03 1,075.98 1.0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68.58 1,067.53 1.05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93 9.88 1.0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05.10 705.1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52.55 352.55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5 8.45

    2089901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5 8.4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92.94 392.94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92.94 392.94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3.93 33.9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59.01 359.0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06.23 506.23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06.23 506.23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06.23 506.23



表6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4 **

合计 8,672.87 7,096.63 406.23 1,17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719.02 6,719.02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05.32 205.32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081.77 2,081.77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2.33 172.33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55.33 955.33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5.91 15.91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7.31 77.31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78.59 1,178.59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60.92 60.9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44.17 644.1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0.46 30.4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22.09 322.0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3.93 33.93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59.01 359.01



表6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4 **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02 1.0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03 11.03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43.78 43.78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62.44 462.44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3.60 63.6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41.78 90.54 406.23 1,145.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13.00 10.00 3.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7.83 55.58 12.25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 2.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90 3.60 14.30

  30203   咨询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 6.00

  30204   手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20 0.20

  30205   水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0 3.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4 6.24 0.60

  30206   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7.00 17.00



表6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4 **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03 24.55 3.48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 5.00 5.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37 6.87 0.50

  30208   取暖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 1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71 32.71 1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65.00 15.00 5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2.05 50.25 11.80

  30213   维修(护)费 50209 维修（护）费 1.00 1.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17.87 28.07 289.80

  30214   租赁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0 20.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52 4.20 98.32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3.00 3.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3.00 3.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15 0.15 6.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3.00 3.00



表6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4 **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0 0.1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3.80 10.00 3.8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4 20.19 39.85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00 1.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30 0.30 7.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7.01 7.01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7.71 77.71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 8.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50.94 35.94 15.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6.20 54.60 1.6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34 1.14 501.2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21 0.21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67 28.37 13.3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287.07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74.28 74.28



表6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
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
目编码

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4 **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92.89 192.89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4.83 4.83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5.06 15.06

309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2.00 2.00

  30921   文物和成列品购置 50499 其他资本性支出（二） 2.00 2.00

310 资本性支出 23.00 23.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8.00 8.00

  31021   文物和成列品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5.00 5.00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10.00 10.00



表7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1 2 3 **

合计 7,502.87 7,096.63 406.23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526.67 5,121.49 405.18

  20701   文化和旅游 3,737.64 3,469.61 268.03

    2070101     行政运行 514.20 447.05 67.15

    2070106     艺术表演场所 322.59 322.59

    2070107     艺术表演团体 5.22 5.22

    2070109     群众文化 308.47 284.50 23.97

    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2,174.08 2,027.52 146.56

    2070112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304.54 287.64 16.90

    2070114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108.54 100.31 8.23

  20702   文物 584.47 548.23 36.24

    2070204     文物保护 405.64 378.09 27.54

    2070205     博物馆 178.84 170.14 8.70

  20708   广播电视 1,204.55 1,103.64 100.91

    2070805     电视 1,204.55 1,103.64 100.9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77.03 1,075.98 1.05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68.58 1,067.53 1.05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93 9.88 1.05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05.10 705.1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52.55 352.55

  208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5 8.45

    2089901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45 8.4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92.94 392.94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392.94 392.94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3.93 33.93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359.01 359.01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06.23 506.23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06.23 506.23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06.23 506.23



表8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 ** ** ** 1 2 3 **

合计 7,502.87 7,096.63 406.2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6,719.02 6,719.02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205.32 205.32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081.77 2,081.77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2.33 172.33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955.33 955.33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5.91 15.91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77.31 77.31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78.59 1,178.59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60.92 60.9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44.17 644.17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0.46 30.4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22.09 322.0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3.93 33.93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59.01 359.01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02 1.02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1.03 11.03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43.78 43.78



表8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62.44 462.44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3.60 63.6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6.78 90.54 406.23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10.00 1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5.58 55.58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 2.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60 3.6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24 6.24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55 24.55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5.00 5.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7 6.87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2.71 32.71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15.00 15.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5 50.25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07 28.07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20 4.2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3.00 3.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3.00 3.00

  30216   培训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5 0.15



表8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
（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部门经济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科目编码政府经济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 备注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3.00 3.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0 0.1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0.00 1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9 20.19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0.30 0.3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7.01 7.01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7.71 77.71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 8.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35.94 35.94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4.60 54.6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14 1.14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0.21 0.21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8.37 28.37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87.07 287.07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74.28 74.28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192.89 192.89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4.83 4.83



表9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按大

类）
预算数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按大类）
预算数

一、政府性基金拨款 一、科学技术支出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三、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四、节能环保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五、城乡社区支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六、农林水支出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七、交通运输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七、对企业补助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八、对企业资本性补助

九、金融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一、转移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十三、转移性支出

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对企业补助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十五、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表10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简介

** ** ** **

合计 2,140.80

219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2,140.80

  219001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630.00

        地方台广播电视节目设备无线覆盖运行维护费 120.00

        广播电视高山台站设备及运行维护费 100.00

        凌霄塔、步行街六楼、镇北台等亮化电费及运行费 100.00

        文旅局机关事业费 190.00

        余子俊纪念馆运行维护费 60.00

        榆林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 60.00

  219003   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 130.00

        艺校办学经费 130.00

  219005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30.00

        文研所事业费 30.00
榆林市文

物保护研

  219009   榆林市古城文物管理所 20.00

        办公场所租赁费 20.00

  219011   榆林民俗博物馆 120.00

        民俗博物馆运行经费 120.00

  219012   榆林剧院 970.80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购置费 970.80

  219013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 60.00

        汉画像石馆运行维护费 60.00

  219014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40.00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40.00

  219022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理所 100.00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理所景区租地费 20.00

        榆林市镇北台文物管理所景区管护及基础设施维护费 80.00

  219024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队 40.00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专项业务费 40.00



表11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代码 预算单位名称 预算项目名称 金额 功能分类科目代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政府经济分
类科目代码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性质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注：项目类别指基本支出或项目支出：资金性质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等。



表12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

内容

规格型

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经
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合计 35 1,007.08

219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35 1,007.08

  219001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140.00

207 08 05     
    广播电视高山台站设
备及运行维护费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80.00

207 02 04     
    凌霄塔、步行街六楼
、镇北台等亮化电费及运
行费

60.00

  219011   榆林民俗博物馆 110.00

207 02 05         民俗博物馆运行经费 修缮工程 302 30213 505 50502 110.00

  219012   榆林剧院 10 41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专业技术服务
资质合
格

1 302 30213 505 50502
2020年2
月

3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文艺设备 48回路 1 310 31003 506 50601

2020年6

月
80.00



表12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

内容

规格型

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经
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文艺设备
专业等
级

1 310 31003 506 50601
2020年6
月

2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安全生产设备 防火 1 310 31003 506 50601
2020年3
月

2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文艺设备 48回路 1 310 31003 506 50601
2020年6
月

8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文化艺术服务
技术服
务

3 302 30216 505 50502
2020年7
月

3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专业技术服务

资质合

格
1 302 30213 505 50502

2020年2

月
30.00

207 01 06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
购置费

文艺设备
投影系
统

1 309 30903 506 50602
2020年6
月

120.00

  219021
  榆林市红石峡文物管理
所

240.00

207 02 04         商品和服务支出 修缮工程 240.00

  219022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
管理所

80.00

207 02 04     
    榆林市镇北台文物管
理所景区管护及基础设施
维护费

装修工程 302 30213 505 50502 80.00



表12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编码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购买服务

内容

规格型

号
数量

部门预算支出经
济科目编码

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科目编码 实施采

购时间
预算金额 说明

类 款 项 类 款 类 款

  219024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
队

25 27.08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打印设备 1 310 31002 506 50601 2020年 0.5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办公印刷 302 30202 505 50502 2020年 7.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资产及其他评估服务 1 302 30203 505 50502 2020年 2.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家具用具 17 310 31002 506 50601 2020年 2.72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会议服务 1 302 30216 505 50502 2020年 5.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计算机 2 310 31002 506 50601 2020年 1.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会计服务 1 302 30203 505 50502 2020年 3.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法律服务 1 302 30227 505 50502 2020年 5.00

207 01 12     
    旅游执执法监察支队

专项业务费
扫描仪 1 310 31002 506 50601 2020年 0.86



表13

2020年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万元

单位编
码

单位名称

2019年 2020年 增减变化情况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会议
费

培训费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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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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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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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公务
用车
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小计

公务
用车
购置
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 ** 1 2 3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27.50 11.80 3.80 8.00 8.00 6.60 9.10 17.25 11.10 3.10 8.00 8.00 3.00 3.15 -10.25 -0.70 -0.70 -3.60 -5.95

219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
局

27.50 11.80 3.80 8.00 8.00 6.60 9.10 17.25 11.10 3.10 8.00 8.00 3.00 3.15 -10.25 -0.70 -0.70 -3.60 -5.95

  
219001

  榆林市文化和旅
游局

18.50 11.50 3.50 8.00 8.00 4.00 3.00 17.00 11.00 3.00 8.00 8.00 3.00 3.00 -1.50 -0.50 -0.50 -1.00

  
219005

  榆林市文物保护
研究所

0.10 0.10 0.15 0.15 0.05 0.05

  
219008

  榆林市广播电视
监测台

2.60 2.60 -2.60 -2.6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地方节目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20万元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全市各县区广播电视高山台站地方节目无线覆盖设备正常运行。
目标2：各台站地方广播电视节目停播率保持“0”秒停播。
目标3：满足覆盖辖区群众基本收听收视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保障台站数量 18座

指标2：保障发射机数量 36部

质量指标

指标1：每日播出时间 不低于18小时

指标2：播出质量 优良

时效指标 指标1：费用拨付时间 及时

成本指标 指标1：年度运维费 12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保障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无偿免费收听收看

提高转播信号稳定性 良好

降低停播率 显著

有效减少播出事故 显著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覆盖效果 保持地方节目覆盖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能否满足群众基本收视需求 满足

抽样满意度 良好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高山台站设备及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广播电视高山台站的正常运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转播电台数量 8个

转播电视台数量 8个

质量指标 停播率 25分钟/百小时

时效指标

转播时长 全年

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1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文化榆林的广度 显著

建设大美榆林，提升榆林知名度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凌霄塔、步行街六楼、镇北台等亮化电费及运行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凌霄塔、步行街六楼、镇北台等亮化电费及运行费，对古建筑进行亮化维修，为文物增添景观
感！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LED洗墙灯 ≥500套

LED软灯带 ≥500套

泛光灯 ≥100套

质量指标

LED洗墙灯 良好

LED软灯带 良好

泛光灯 良好

时效指标
保证古建筑的夜间亮化 ≥10小时

资金支持率 10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率 100%

总投入资金 100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古建筑景观感 长期

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显著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提高文物保护工
作水平

≥80%

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延长文物对历
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8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8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文旅局机关事业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90

    其中：财政拨款 19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局机关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加强
文化和旅游市场及安全监管。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大对外文化和旅游交流。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公益性培训（次） 10

公益性展览（次） 5

非遗传习所（个） 20

质量指标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 96%

文化惠民活动效果 良好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进度 96%

成本指标

减少不必要开支 -5%

资金投入 190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文化和旅游榆林的广度 显著

建设大美榆林，提升榆林知名度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余子俊纪念馆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其中：财政拨款 6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日常运行保障；
目标2：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和讲解学习培训。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房屋租赁及运行保障面积 800平米

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次数 ≥6次

参加讲解学习培训次数 ≥5次

接待游客量 ≥4万人次

质量指标 场馆使用率 ≥90%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6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余子俊知晓率 显著

提升全社会对榆林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其中：财政拨款 6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宋夏历史文化博物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目标2：做好免费参观接待工作，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
目标3：加大对博物馆宣传教育、传播推广工作的力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运行保障面积 3000平米

免费讲解 100次

接待游客量 ≥4万人次

质量指标
场馆使用率 ≥90%

学习培训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博物馆各项日常工作任务完成时间 及时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6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全社会对榆林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 显著提升

提升榆林宋夏历史知晓率 显著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艺术学校办学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30

    其中：财政拨款 13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提高师资力量，完善教学设施
目标2：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目标3：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下去、出精品的良好环境，形成全社会重视戏曲、关心支持戏曲艺
术发展的生动局面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教师课时量 严格执行学校课时安排

组织学生参加舞台演出 10场

教师业务培训 ≥2次

质量指标

学生的表演及鉴赏能力 良好

校舍维修改造合格率 100%

学生基础素质教育 优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专项资金支出占比 100%

费用支出标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非刚性项目支出 压减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特色教育办学情况 显著提升

学生个性特长发展情况 显著提升

提升群众对戏曲的知晓率 ≥9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家长满意度 ≥95%

学校满意度 ≥95%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市文研所事业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0

    其中：财政拨款 3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保障本单位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做好日常维修维护工作，加大文物安全保护力度，加强文
物保护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维修面积 500平方米

业务培训 24人次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质量 良好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30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调动职工积极性,更好地做好文物保护工
作

≥80%

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显著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提高文物保护工
作水平

≥80%

指标:2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延长文
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8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8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古城文管所办公场所租赁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

    其中：财政拨款 2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单位无办公房屋，为保障职工正常办公及业务展开。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办公房屋 18间

质量指标 房屋情况 良好

时效指标 租赁时效 1年

成本指标 办公房屋租赁费 20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单位正常办公 1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良好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民俗博物馆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20

    其中：财政拨款 12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藏品征集及实物展览的布展。                                                            
目标2：加强对文物安全保护及消防检查。
目标2：提高博物馆业务水平、服务质量、宣传力度实现。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游客数量 16万人次

安全检查 365天

举办教育活动 20次

质量指标

游客满意度 好评

免费讲解 100%

提高工作效率 良好

时效指标 开馆时间 视疫情情况，根据上级安排确定

成本指标

沙河公园陈列提升 80万元

征集 5万元

日常运行维护费 35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我市旅游文化经济建设影响度 显著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显著

社会效益
指标

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显著

生态效益
指标

发展生态旅游 创建生态旅游景区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持续有效，长期维护 不间断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98%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办公经费、专用设备购置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970.8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970.8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目标2：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目标3：消防水幕购置
目标4：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目标5：维持单位日常运营，保障公益演出顺利完成，满足市民对文化演出服务的要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桌椅6套、电脑6套、人员培训1次

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
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舞台放映设备1套、剧目专用调音
1套、调光台1套、舞台反听音响1

消防水幕购置 1套

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1年

公益演出 60（场次）

公共服务 10

质量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招标符合标准

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
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招标符合标准

消防水幕购置 招标符合标准

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招标符合标准

公益演出 100%

公共服务 100%

时效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3个月

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
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3个月

消防水幕购置 3个月

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1年

成本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招标采购成本控制

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
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招标采购成本控制

消防水幕购置 招标采购成本控制

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招标采购成本控制

降低单位日常运营费用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人员培训 提升服务水准

舞台放映设备购置、剧目专用调音、调光
台购置、舞台反听音响购置

演出效果明显提升

消防水幕购置 消防合格
购买维护舞台灯光、音响、机械技术服务 演出效果明显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建设文化榆林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观众满意度 100%



2020年部门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汉画馆运行维护经费

市级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60

    其中：财政拨款 6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保障博物馆场地租赁费用正常缴纳，以保单位工作正常运行、提供陈列展示、宣传教育及日常办公等工
作的场地，满足观众需求的文化场所，提高免费开放服务工作，建立博物馆教育基地。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开放时间 视疫情情况，根据上级安排确定

游客数量 50000人次

免费讲解 210批次

团体接待 70批次

中小学生研学游 2场

传统节日、暑期教育活动 5场

临时展览 2场

临展游客量 10000人次

政治、业务学习培训 15次

安全培训 4次

安全检查 365次

质量指标

工作效率 ≧98%

免费开放服务质量 ≧98%

社教成效 ≧98%

学习培训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费用支出标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专项资金支出占比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供丰富群众文化需求场所 显著提升

地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力 显著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增大博物馆宣传力度，推动文化事业的繁
荣和发展

显著提升

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满足群众及青少年的
文化需求

显著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98%

青少年教育学习满意度 ≧98%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市旅游综合服务中心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

    其中：财政拨款 4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进一步完善智慧旅游，便民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旅游商品研发指导与促销；进一步参与旅游线路推广
及旅游资料的编制。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培训次数 ≥2次

资源调查次数 ≥2次

游客人数 显著提升

质量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 100%

旅游商品的研发与促销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宣传推广按期完成 10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率 100%

费用支出标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非刚性项目支出 压缩15%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树立榆林特色新形象 显著提升

扩大榆林旅游影响力 显著提升

提高榆林旅游知名度 显著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扩大榆林旅游资源开发 显著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97

政风行风满意度 ≥98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理所景区租地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

    其中：财政拨款 2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保障景区正常开放以及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目标2：加强文物保护与管理，促进文物及旅游事业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租地面积 230亩

团体接待 ≧100批次

开展传统节日活动 ≧2次

接待游客量 ≧15万人次

质量指标

景区利用率 ≧90%

业务培训合格率 100%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良好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20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门票收入 ≧32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镇北台历史知晓率 有效提升

建设文化榆林，提升镇北台知名度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市镇北台长城文物管理所景区管护及基础设施维护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0

    其中：财政拨款 8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提升景区旅游环境，保障景区正常开放，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升镇北台知名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人员数量指标 在职17人，劳务派遣15人

维修面积 500平方米

业务培训人次 ≥24人次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质量 良好

业务培训合格率 100%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良好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率 100%

维修工程按期完成率 ≥95%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8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门票收入 ≧320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镇北台历史知晓率 有效提升

建设文化榆林，提升镇北台知名度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游客满意度 ≧90%



2020年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榆林市旅游执法监察支队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

    其中：财政拨款 4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整治旅游市场秩序、严惩违法违规黑导、黑社。
目标2：组织全市旅游系统人员参加培训
目标3：宣传文明旅游、旅游维权意识                                                            
目标4：做好对旅行社营业的监管工作，杜绝在疫情期间开门营业。                                          
目标5：该专项业务经费保障单位正常办公及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及对公用经费的补充支出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旅游市场检查 48次

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培训 2次

旅游普法宣传 5次

质量指标

监管平台 至少3个

培训人员合格率 95.00%

提升群众对旅游法的认知度 98.00%

时效指标

投诉举报处理时效
5日内告知受理或不受理，60天内

作出书面处理决定

培训内容深刻、时间短 培训时间不超过2天

建立游客长期维权意识 使85%以上的群众具备维权意识

成本指标

市场检查业务费 5万元

培训费 5万元

宣传品制作费用 6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监督检查覆盖率 95%

旅游从业人员业务水平提高率 98%

旅游法普及率 95%

生态效益
指标

旅游市场环境净化率 90%以上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旅游市场检查 每月至多4次

不断提高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每年至多2次培训

旅游普法宣传

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5.19
中国旅游日、6.19安全生产日、
9.27世界旅游日等开展大型宣传

活动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游客对市场监管满意度 达到95%以上
游客投诉反馈满意度 达到95%以上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单位）名称 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工作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及日常工作 8,582.87 7,502.87 1,080.00 

年度目标责任工作 文化旅游文物广电专项业务工作 2,140.80 1,170.00 970.80 

省市重大项目及重点工作 列入专项资金，根据进度下达预算。

金额合计 10,723.67 8,672.87 2,050.80 

年度
总体
目标

目标1：保障机关单位正常运行。
目标2：抓好“三馆”功能使用暨陈列布展各项工作。
目标3：做好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评估验收各项准备工作。
目标4：扎实开展全市文艺精品创作工作，组织参加2020年在宝鸡举办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目标5：四是推进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和厕所革命工作。
目标6：做好2020“陕北榆林过大年”工作。
目标7：配合实施好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迁址建塔工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参展节目数量 ≥1部

“三馆”陈列布展数量 3个

长城保护方案编制数量 2个

质量指标

“三馆”陈列布展质量 良好

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评
估验收合格率

通过评估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家参展节目质量 良好

时效指标

“三馆”陈列布展完成时间 2020年底

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评
估验收完成时间

2020年5月

榆林广播电视发射台迁址建塔完成时间 2020年开工建设

成本指标

费用支出标准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三公经费支出 只减不增

公用经费支出 较上年下降15%

非刚性项目支出 压减20%以上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做好“三馆”建设工作 良好

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防止传承断档
、技艺消亡

良好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保障对象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政风行风满意度 ≥85%



2020年部门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专项（项目）名称

市级主管部门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1：
目标2：
目标3：
……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质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时效指标

指标1：

指标2：

 ……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

……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

……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指标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