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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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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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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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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1112823.19 5658309.75 454513.44 500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5000000
　　20133 宣传事务 9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5000000
　　　　2013301 行政运行 4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5000000 5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01375.6 1099275.6 2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01375.6 1099275.6 21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100 21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732850.4 732850.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366425.2 366425.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7197.5 297197.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7197.5 297197.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7197.5 297197.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2231.4 572231.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72231.4 572231.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72231.4 572231.4  



表2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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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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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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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1112823.19 5658309.75 454513.44 500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433508.75 5433508.75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04516 1704516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125052 1125052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78195 78195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8412 53841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732850.4 732850.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66425.2 366425.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97197.5 297197.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629.25 18629.25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572231.4 572231.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602793.44 188280 454513.44 49600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3500000 200000 33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335000 335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25000 250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0000 30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100000 100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190000 190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63913.44 63913.44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 4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548280 188280 40000 32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0600 60600 34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521 36521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28121 28121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8400 8400  
310 资本性支出 40000 4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40000 40000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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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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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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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6112823.19 5658309.75 454513.4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20133 宣传事务 4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2013301 行政运行 4142018.69 3689605.25 452413.44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01375.6 1099275.6 21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01375.6 1099275.6 21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100 21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32850.4 732850.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6425.2 366425.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7197.5 297197.5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7197.5 297197.5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7197.5 297197.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72231.4 572231.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72231.4 572231.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72231.4 572231.4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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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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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6112823.19 5658309.75 454513.4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5433508.75 5433508.75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04516 1704516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1125052 1125052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78195 78195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07 绩效工资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38412 53841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732850.4 732850.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66425.2 366425.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97197.5 297197.5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8629.25 18629.25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572231.4 572231.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42793.44 188280 454513.44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200000 20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63913.44 63913.44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0000 4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228280 188280 4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0600 606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521 36521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28121 28121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8400 8400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06 设备购置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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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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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 **

合计 5000000
1 全额 5000000
　　104001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 5000000
　　　　 专用项目 50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5000000
　　　　　　　　 “扫黄打非”专项经费 300000
　　　　　　　　 党报党刊征订费 3100000
　　　　　　　　 宣传工作专项业务费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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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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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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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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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223011.5 1989095.66 133915.84 110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1100000
　　20133 宣传事务 30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1100000
　　　　2013301 行政运行 19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1100000 11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00 18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00 18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00 18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99588.8 19958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99588.8 19958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9588.8 199588.8  



表2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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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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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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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223011.5 1989095.66 133915.84 110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840074.44 1840074.44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572016 572016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548236 548236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43768 43768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48569.6 248569.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24284.8 124284.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00513.66 100513.6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097.58 3097.58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199588.8 19958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3595.84 109680 133915.84 1100000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90000 30000 6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95000 35000 60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5500 155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70000 30000 4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10000 10000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30000 300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5000 5000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00000 30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155000 155000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21615.84 21615.84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149680 109680 4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01800 1800 400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341.22 39341.22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9341.22 39341.22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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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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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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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123011.5 1989095.66 133915.84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20133 宣传事务 19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2013301 行政运行 1921622.7 1789506.86 132115.84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00 18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800 18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00 18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99588.8 19958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99588.8 19958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99588.8 199588.8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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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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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123011.5 1989095.66 133915.84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840074.44 1840074.44
　　30101 基本工资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572016 572016  
　　30102 津贴补贴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548236 548236  
　　30103 奖金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43768 43768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248569.6 248569.6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24284.8 124284.8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00513.66 100513.6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3097.58 3097.58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103 住房公积金 199588.8 19958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43595.84 109680 133915.84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000 30000  
　　30202 印刷费 50201 办公经费 35000 35000  
　　30207 邮电费 50201 办公经费 15500 15500  
　　30211 差旅费 50201 办公经费 30000 30000  
　　30215 会议费 50202 会议费  
　　30216 培训费 50203 培训费  
　　30217 公务接待费 50206 公务接待费  
　　30226 劳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30228 工会经费 50201 办公经费 21615.84 21615.84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01 办公经费 109680 10968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00 18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341.22 39341.22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9341.22 39341.22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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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一、科学技术支出 0.00 一、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0.00 一、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0.00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工资福利支出 0.00 二、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三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0.00

四、节能环保支出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四、机关资本性支出（二） 0.00

五、城乡社区支出 0.00     其他资本性支出 0.00 五、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0.00

六、农林水支出 0.00 二、专项业务经费支出 0.00 六、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0.00

七、交通运输支出 0.00     工资福利支出 0.00 七、对企业补助 0.00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0.00 八、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0.00

九、金融支出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九、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十、其他支出 0.00     债务付息及费用支出 0.00 十、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十一、转移性支出 0.00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0.00 十一、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0.00     资本性支出 0.00 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0.00

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0.00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00 十三、转移性支出 0.00

十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00     对企业补助 0.00 十四、预备费及预留 0.00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十五、其他支出 0.00

    其他支出 0.00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四、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0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本年支出合计 0.00



表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 **

合计 1100000
1 全额 1100000
　　104002 中共榆林市委理论讲师团 1100000
　　　　 专用项目 1100000
　　　　　　 履职专项业务经费 1100000
　　　　　　　　 讲师团宣讲培训、科研课题及学习强国等经费 1100000



2022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榆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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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报表名称 是否空表 公开空表理由

表1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否

表2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否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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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年度我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表4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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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本年度我单位无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是 本年度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表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否

注：1、封面和目录的格式不得随意改变。2、公开空表一定要在目录说明理由。



表1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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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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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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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00000 500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00000 500000
　　20133 宣传事务 500000 500000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500000 500000  



表2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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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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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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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00000 500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80000 480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5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50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 2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5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00 30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0 20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 80000  
310 资本性支出 20000 20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20000 20000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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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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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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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33 宣传事务

　　　　2013399 其他宣传事务支出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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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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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10 资本性支出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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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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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 **

合计 500000
1 全额 500000
　　104003 榆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00000
　　　　 专用项目 500000
　　　　　　 专项资金 500000
　　　　　　　　 社科研究经费 500000



2022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榆林市公益电影服务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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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否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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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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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封面和目录的格式不得随意改变。2、公开空表一定要在目录说明理由。



表1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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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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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7555708.34 3446054.91 39653.43 4070000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45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4070000
　　20706 新闻出版电影 545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4070000
　　　　2070607 电影 545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407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17735.83 1703735.83 14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17735.83 1703735.83 14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91710 1277710 14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84017.22 284017.2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42008.61 142008.6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0412.08 170412.0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0412.08 170412.0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0412.08 170412.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3012.91 213012.91  



表2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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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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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7555708.34 3446054.91 39653.43 40700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344524.91 2144524.91 1200000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90312 690312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96652.4 196652.4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35943.2 435943.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84017.22 284017.22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2008.61 142008.6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0412.08 170412.08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62166.49 12166.49 650000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50000 550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909653.43 39653.43 2870000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00 150000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000 50000  
　　30203 咨询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 20000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000 20000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 80000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6000 26000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6000 26000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 80000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4700 494700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000 60000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683300 1683300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5653.43 25653.43 100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0000 80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00 14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01530 130153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59424 359424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918286 918286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3820 23820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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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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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485708.34 3446054.91 39653.43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20706 新闻出版电影 138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2070607 电影 1384547.52 1358894.09 25653.4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17735.83 1703735.83 14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17735.83 1703735.83 140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291710 1277710 14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84017.22 284017.22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42008.61 142008.61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0412.08 170412.08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0412.08 170412.08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70412.08 170412.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3012.91 213012.91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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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485708.34 3446054.91 39653.43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144524.91 2144524.91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690312 690312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96652.4 196652.4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435943.2 435943.2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84017.22 284017.22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2008.61 142008.61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0412.08 170412.08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2166.49 12166.49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13012.91 213012.91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9653.43 39653.43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2 印刷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3 咨询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5 水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6 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7 邮电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8 取暖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1 差旅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3 维修（护）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4 租赁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653.43 25653.43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00 14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01530 1301530
　　30301 离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359424 359424  
　　30302 退休费 50905 离退休费 918286 918286  
　　30304 抚恤金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3820 23820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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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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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元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合计 4,070,000.00

4 自收自支 4,070,000.00

　　104004 榆林市公益电影服务中心 4,070,000.00

　　　　 专用项目 4,070,000.00

　　　　　　 专项资金 4,070,000.00

　　　　　　　　 电影事业发展资金 4,070,000.00



2022年部门所属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榆林市精神文明创建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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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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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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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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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730689.9 2598800.94 131888.96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9431.76 519431.7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19431.76 519431.7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346287.84 346287.8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173143.92 173143.9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2936.16 142936.1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2936.16 142936.1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42936.16 142936.1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12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1299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9715.88 259715.88  



表2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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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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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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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730689.9 2598800.94 131888.96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595200.94 2595200.94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857412 857412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1972 251972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49105 54910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46287.84 346287.8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3143.92 173143.9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2936.16 142936.1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628.14 14628.14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1888.96 131888.96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750 14750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738.96 30738.96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6400 864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00 36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600 3600  



表3

2022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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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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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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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730689.9 2598800.94 131888.96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9431.76 519431.76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19431.76 519431.76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46287.84 346287.8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73143.92 173143.92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2936.16 142936.16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2936.16 142936.1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42936.16 142936.1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12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1299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808606.1 1676717.14 131888.96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59715.88 259715.88  



表4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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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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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730689.9 2598800.94 131888.96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595200.94 2595200.94
　　30101 基本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857412 857412  
　　30102 津贴补贴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1972 251972  
　　30103 奖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07 绩效工资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549105 549105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46287.84 346287.84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73143.92 173143.92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2936.16 142936.1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4628.14 14628.14  
　　30113 住房公积金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9715.88 259715.8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1888.96 131888.96
　　30201 办公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750 14750  
　　30228 工会经费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738.96 30738.96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6400 864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600 3600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600 3600  



表5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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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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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2年单位综合预算其他运转类及特定目标类专项经费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编码 单位（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