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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江苏省文联是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由省级文艺家、

省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产业文联组成的人民团体，实

行团体会员制，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家的桥梁和纽带，是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具体职能

主要有：组织召开省文联和全省性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

委员会、理事会和主席团会议；组织召开全省文联系统的

工作和学术研讨等会议。主管、主办文联省一级文艺报刊

和杂志。团结全省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听取和反映

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积极加强文艺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

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江苏文艺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加强文艺人才培养，努力发展

和壮大文艺人才队伍，倡导德艺双馨。开展国际民间文化

交流，增进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海外侨

胞中的文艺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的联谊与交流。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江苏省文联成立于1954年9月，实行团体会员制，

是由本省省级文艺家协会、省辖市文联和产业（行业）文

联组成的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8个，即江苏省戏剧家



4

协会、江苏省电影家协会、江苏省电视家协会、江苏省音

乐家协会、江苏省舞蹈家协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

省摄影家协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

江苏省杂技家协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13个省辖市文联，11个产业文联。各文艺家

协会现共有省级会员2万余人、国家级会员4600余人。 江

苏省文联对各团体会员具有联络、协调、服务、指导职能。

2017年度部门决算包含了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江苏省电影

家协会、江苏省电视家协会、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江苏省

舞蹈家协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省摄影家协会、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江苏省杂技家协会、

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的

收支数据。

江苏省文联主席团下设书记处，主持日常会务工作。

江苏省文联设办公室、人事部、机关党委、组织联络部、

事业发展部、创作研究部等部门，并有创作研究中心、艺

术培训中心、文艺交流中心、书画研究中心、《歌迷大世

界》杂志社、《乡土》杂志社等所属单位，另有《繁荣》

工作通讯和《江苏文艺网》。

三、2017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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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全面推进实施“十三五”规划、开启文艺工作新

征程的大有可为之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办公厅下发了《江苏

省文联深化改革方案》，江苏文学艺术事业迎来了开拓创新、

成果丰硕的一年。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

中国文联的指导和关心下，江苏省文联及各团体会员，认真学

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和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围绕“巩固、

完善、拓展、提升”的八字方针，精心组织文艺创作，开展文

艺活动，搭建文艺平台，实施文艺工程，扩大文艺交流，培育

文艺人才，探索文联建设，团结凝聚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投身“两聚一高”新实践，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1、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大力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今年，江苏省文联继续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十次文代会的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省文联的首要政治任务，团结引导全省广大文艺工

作者凝聚思想、提高共识、指导实践。采取理论学习、专题党

课、研讨座谈、宣传阐释等多种方式，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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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在省文联九届六次主席团会议、省文联九届四次全委会，

以及各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团会、理事会上，深入传达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作为第21期

全省文艺家读书班、基层文联干部培训班的主要学习内容，精读

细学，系统全面，力求学深、学透、学扎实，主席团成员、文艺

界骨干、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自己的认识和体

会。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的学风，把学习习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相

结合，与各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相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繁荣文艺事业的激情和动力，转化为推动文联改革创新的思路

和举措。积极配合中国文联和全国各文艺家协会，按照中央关

于全国文艺骨干和管理干部大培训的工作部署，继续承办了江

苏省曲艺、舞蹈、电影、美术、杂技、摄影、书法、戏剧、民

间文艺等艺术门类国家级会员的专题研讨班，今年又有近千位

国家级会员接受了培训。

2、精心组织文艺创作，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积极配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现实题材和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创作，推出了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的主题文艺创作。在举国上下欢庆十九大召开的热烈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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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省文联围绕喜迎十九大、喜庆十九大、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三个中心环节，发挥文联的特点和优势，高扬爱国主义主旋

律，组织开展了“辉映金秋——喜迎十九大文艺演出”、“喜

迎十九大·新江苏新辉煌”摄影作品展、“喜迎十九大 书画新

江苏”江苏省书画院书画家特聘采风创作活动启动仪式、“喜

庆十九大 书画新江苏——江苏省书画院作品展”等活动。围绕

建军90周年、南京大屠杀80周年国家公祭日等重大纪念活动，

加强文艺创作规划引导，组织大型原创杂技舞台剧《渡江侦察

记》创排，打磨原创话剧《中山码头》，组织原班人马再度演

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举办江苏省首届经典家训

书法作品展，参与主办“中国精神·中国梦”——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书法作品主题创作展览暨全国基层巡展。

树立精品意识，提升文艺原创力，深入挖掘江苏优秀传统

文化资源，打磨创作新时代江苏本土的优秀作品，开展江苏古

代文化艺术名人雕塑的创作，组织电影纪录片《明城墙的九段

记忆》、多媒体音乐锡剧《东坡买田》、大型原创音诗画评弹

《徐霞客》、苏州弹词《焦裕禄》、扬州评话《雍正朝秘事》、

苏州弹词《顾炎武》、徐州琴书《丹桂飘香时》、大型多媒体

杂技剧《海星花》、现代舞剧《聊斋·竹青》的创作与排演。

规范评奖制度，切实增强评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激发文

艺工作者的创作动力和热情，今年完成第8届“江苏戏剧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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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奖”，2017江苏音乐“茉莉花奖”声乐、小型器乐作品、音

乐理论征集评奖，第二届“江苏美术奖”，第七届江苏曲艺“芦

花奖”，江苏舞蹈“莲花奖”暨第五届青年演员舞蹈大赛，江

苏省民间文艺“迎春花奖”·民间表演奖，第二届“江苏书法

奖”，首届“江苏杂技奖”魔术比赛，第33届江苏电视奖等多

项省级文艺奖项活动的评比。

在全国深化评奖改革、压缩奖项的情况下，江苏的文艺创

作在重大赛事和评比中仍取得了丰硕成果，龚丽丽凭借扬剧《花

旦当家》摘得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杂技《西游时空——跳

板蹬人》首次在第10届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实现零的突破，大型

红木雕刻《姑苏繁华图》荣获第13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

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在第6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2人获奖、4

人入展，在2017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江苏入围3幅典藏作品、2

幅收藏作品，1人进入第11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决赛，戏

曲电影《珍珠塔》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评委

会提名，《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在中国文艺

评论最高奖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活动中获奖，话剧《中

山码头》、歌曲《不忘初衷》等获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3、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作为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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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有影响的重大文艺活动，举办了各

类全国性和省级文艺品牌活动，如色彩中国——2017年中国百

家金陵画展（油画）、“回眸600年——从明四家到当代吴门”

绘画特展、第3届江苏紫金合唱节、2017江苏雕塑月、2017海内

外江南丝竹邀请赛、第三届中国粉画作品展等，充分挖掘品牌

活动的综合效能，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大餐。

开展更高水平、高质量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多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家

走进部队、走进高校、走进社区；启动“到人民中去”江苏文

艺志愿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江苏省文艺志愿者走进基层、

走进革命老区、走进中学校园，让基层群众共享江苏文艺发展

的最新成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着力提升文艺评论对创作的引导能力，打造“实话实说系

列论坛”品牌活动，举办当代电视江苏论坛，召开丁捷反腐纪

实文学《追问》研讨会，编纂《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青

年文库》青年论文合辑，探索网络评论、大众评论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的传播力、引导力。

4、合力搭建文艺平台，为优秀艺术人才和作品的展示传播

提供全方位的广阔舞台

进一步巩固拓展文艺平台的功能，提高品质、扩大影响。

以省现代美术馆和江苏艺术剧场为载体，全年策划举办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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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有引导性、示范性，有特色、有意义的展示展演活动，其中

展览40余场，展演60余场。通过高质量高规格展示展演，提升

省文联的影响力，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6”暨学术论

坛活动、拓境流远——张立辰艺术展暨学生作品提名展、重返

大地——周小平艺术澳洲作品展、悲鸿精神·第二届全国中国

画作品展、2017江苏·浙江书法名家精品交流展、第6届九城艺

术联展、江苏省民建书画院成立揭牌仪式暨“盛世同辉”首届

江苏民建书画艺术作品展等活动。

倾斜基层文联，为基层艺术家免费提供展示的平台，举办

太湖画派优秀作品展、“艺旅心迹”杜愚画展、紫石风韵——

海安青年书画家作品联展、江风海韵——海门市书画摄影作品

展等活动。

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平台的创新与融合，为广大

文艺工作者创作、展示、宣传优秀作品创设平台与渠道。一方

面，继续发挥《繁荣·江苏文化艺术周讯》的阵地作用，刊载

发布文艺活动与资讯，把宣传报道做精做细、做新做活；一方

面，运用新媒体新载体，完善“江苏书协”“江苏电影”“江

苏曲艺”“江苏省摄协”“江苏文艺评论”等微信公众号及相

关网站的信息发布与艺术展示等功能，积极探索网上文联服务

新模式。

5、重点实施文艺工程，推动江苏的名家名作与精英精品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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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异彩

今年，省文联提出实施“名家名作”和“精英精品”两项

文艺工程。“名家名作工程”是宣传我省各个艺术领域的名家

名作，加快构筑代表江苏水准的文艺高峰，推进我省文艺事业

迈向新台阶的实际行动，已成功举办冯健亲油画回顾展、陈峰宁

相声专场演出、陶界奇葩——方卫明大师均陶艺术精品展、周东

亮锡剧专场演出、许亚玲淮海戏《秋月》专场、江左风华——江

苏省书法名家精品展、李鸿良昆剧专场、“灿若云霞”——陈云

霞折子戏专场、“不忘初心”有德乡专场音乐会、天工作意——

2017当代紫砂雕塑艺术展、李政成扬剧《衣冠风流》专场演出等

活动。“精英精品工程”是针对我省优秀中青年艺术人才的培养

推介项目，通过制定科学公正的培养推介机制，利用文联的文艺

服务平台，选拔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举办展览和演出活动，充分调

动和激发中青年艺术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已成功举办何方意

象作品展、马伟扬州评话张建珍苏州弹词专场、李亦洁京剧《青

衣》专场、金钟追梦器乐和声乐专场音乐会、舞彩青春舞蹈专

场演出、徐州琴书优秀中青年获奖节目专场、“金菊绽放”魔

术精品展演、墨舞飞扬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作品展、瑜芳江

南·蔡瑜锡剧折子戏专场、寻源塑梦——南大南师大雕塑巡礼

等活动。全年“两大工程”共举办22场，既发挥了名家名作的模

范带动带动作用和社会影响力，记录和展示老一代优秀艺术家辉

煌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人生，也为青年文艺骨干的成长成才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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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推动各艺术领域的精英精品脱颖而出、崭露

头角。

6、努力扩大文艺交流，展现江苏艺术作品的深厚底蕴和独

特魅力

充分发挥文联组织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组织省文艺家

赴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芬兰、冰岛、英国等国家进行文化

交流，带领江苏艺术家代表团在俄罗斯开展“中国江苏文化艺

术交流展演”活动，在美国举办“锦绣江苏”摄影作品展，向

世界推介了更多代表中国水平、具备中国精神的优秀江苏艺术

作品。在台湾地区举行的“吴韵汉风”江苏文化艺术节上，承

办了“翰墨江苏”优秀书画作品展、“精彩江苏”百名摄影家

作品展，增强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同时，精心策划组织有规模、有

品位、有特色的文艺交流项目，将优秀文艺项目“请进来”，

带给江苏人民丰富的异域文化大餐。精心实施“多彩印度文化

节”中印文化艺术周活动，热情接待韩国大邱艺术家代表团来

苏举办“2017江苏•大邱艺术交流展”，与荷兰携手打造2017“春

之舞”中荷舞蹈节，展现江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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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1表

部门名称：XXXX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按功能分类 决算数 按支出性质 决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7186.6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基本支出 2914.47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二、项目支出 3925.59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三、国防支出 三、上缴上级支出

三、事业收入 74.29 四、公共安全支出 四、经营支出

四、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六、其他收入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684.19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23.64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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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85.25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其他支出 46.99

二十二、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三、债务付息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7260.95 本年支出合计 6840.07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7.57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577.30 年末结转和结余 1005.75

总计 7845.82 总计 78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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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 10表

部门名称：XXXX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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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次 1 2 3
合计

注：1. 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按功能分类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2. “科目编码”和“科目名称”均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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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计 14101.02 万元，

与 上 年 相 比 收 入 总 计 增 加 1271.51 万 元 ， 增 长

21.23 %，与上年相比支出总计增加404.85万元，增长

6.27%。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增加360.15万元，项目支出增

加44.28万元。其中：

（一）收入总计 7845.82 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 7186.66 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与上年相比增

加 1297.22 万元，增长22.03%。主要原因是2017年省委宣

传部通过省财政厅拨给我会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收入1998.90

万元，以及追加在职工改、离退休人员补贴及行政绩效等资

金581.18万元等。

2．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

3．事业收入 74.29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25.71

万元，减少 25.71 %。主要原因是上缴非税收入减少。

4．经营收入 0 万元。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

6．其他收入 0 万元。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7.57 万元，为事业单

位用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主要为江苏省文联

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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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初结转和结余 577.30 万元，主要为江苏省文

联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项目资金和基本支出资金。

（二）支出总计 7845.82 万元。包括：

1.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5684.19万元，主要

用于省文联行政运行及事业发展的专项支出。与上年相

比增加9.76%。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623.64万元，与上年

相比减少13.99%，主要用于主要省文联离退休人员经费

支出。

3.住房保障（类）支出485.25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12.5%，主要用于省文联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为职工发

放的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支出。

4.其他支出（类）46.99万元。

5.年末结转和结余1005.75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

的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主要是本年度预算

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

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

拨款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本年收入合计 7260.95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 7186.66万元，占98.98 %；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

占 0%；事业收入 74.29万元，占 1.02 %；经营收入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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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 0 %；其他收入 0 万

元，占 0 %。（可用饼图显示本年收入结构图）

图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本年支出合计 6840.07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2914.48 万元，占 42.61 %；项目支出 3825.59 万

元，占 57.4 %；经营支出 0 万元，占0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 0万元，占 0 %。（可用饼图显示本年支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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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支总决算

15527.92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879.68万

元，增长12.78%；支出增加879.68万元，增长12.78%。主要

原因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

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江苏省文联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

7763.96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8.96 %。与上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879.68 万元，增长12.78 %。主要原

因是单位发展专项和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增加。

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4606.58

万元，支出决算为 7763.9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8.54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年末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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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和结余的增加。其中：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1.文化（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算为 1286.18

万元，支出决算为 1729.3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4.4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人员经费和专

项经费拨款增加。

2.文化（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年初预算

为 197.31 万元，支出决算为186.76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94.65 %。

3.文化（款）文化活动（项）。年初预算数为 191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883.9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8.63 %。

4.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年初预算数为0万

元，支出决算数为1802.31万元。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1.文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行政事业单位离

退休（项）。年初预算为727.84万元，支出决算为623.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5.68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部分离退休人员工资至社保中心发放。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保障支出（款）住房改革支出（项）。年初

预算为485.25万元，支出决算为 485.25万元，完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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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预算的 100%。

（四）其他支出（类）

1.其他支出（款）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

算为46.99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单位基

本户结转资金用于单位发展项目。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840.19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2554.57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470.74万元、津贴补贴533.72万元、奖金19.61万元、社会保

障缴费4.88万元、绩效工资299.3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费83.19万元、离休费106.59万元、退休费518.97万元、

抚恤金11.58万元、医疗费20.38万元、奖励金0.34万元、住房

公积金143.34万元、提租补贴341.91万元。

（二）公用经费 285.6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8.14

万元、手续费0.078万元、水费6.05万元、电费24.1万元、邮

电费31.37万元、差旅费20.60万元维修（护）费54.70万元、

培训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3.72万元、专用材料费0.17万元、

劳务费3万元、工会经费25.25万元、福利费1.09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18.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44.87万元、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28.89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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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

级财政取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

括使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发生的支出。江苏省文联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 6758.21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537.74 万元，

增长 8.64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提高和专项经

费支出增加。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4606.58 万元，支出决算为

6758.2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6.71 %。决算数大于

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预算和宣传文化发展

项目预算增加。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2554.57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470.74万元、津贴补贴533.72万元、奖金19.61万元、社会保

障缴费4.88万元、绩效工资299.3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费83.19万元、离休费106.59万元、退休费518.97万元、

抚恤金11.58万元、医疗费20.38万元、奖励金0.34万元、住房

公积金143.34万元、提租补贴341.91万元。

（二）公用经费 285.6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8.14

万元、手续费0.078万元、水费6.05万元、电费24.1万元、邮

电费31.37万元、差旅费20.60万元维修（护）费54.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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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3.72万元、专用材料费0.17万元、

劳务费3万元、工会经费25.25万元、福利费1.09万元、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18.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44.87万元、其他商

品和服务支出28.89万元。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21.99 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 31.77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43.5 万

元，占“三公”经费的 62.85 %；公务接待费支出 3.72 万

元，占“三公”经费的 5.37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 21.99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46.6 %，比上年决算增加 8.1 万元，主要原因为出

国团增多。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

团组 3 个，累计 13 人次。开支内容主要为：交通费、

住宿费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43.5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 25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

加 25 万元，主要原因为新购置一辆公车。本年度使用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购置公务用车 1 辆，主要为购置一辆商务

用车。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 18.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公务用

车的维护保养以及过路过桥等费用，减少的原因是规范公务

用车出行。2017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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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保有量 5 辆。

3．公务接待费 3.72 万元。其中：

（1）外事接待支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 %，比

上年决算增加（减少） 0 万元。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3.7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比上年决算增加 0万元。国内公务接待主要为接

待国内相关兄弟文联及文化单位来人等，2017 年使用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开支的国内公务接待 25 批次， 300 人次。

主要为接待国内相关兄弟文联及文化单位来人。

江苏省文联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议费

决算支出 3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比上年决算增

加 0 万元，2017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 10 个，参加会议600

人次。主要为召开全委会、主席团会议及协会理事会。

江苏省文联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训费

决算支出 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比上年决算增加

0 万元。2017年度全年组织培训 2 个，组织培训 150

人次。主要为培训文艺家读书班。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江苏省文联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

和结余 0 万元，本年收入决算 0 万元，本年支出决算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 万元。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85.62 万元，比2016

年增加 33.98 万元，增长 13.5 %。主要原因是：行政人

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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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51.09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6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50 万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 241.09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351.0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其中：授予

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351.09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 %。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5辆，其中，

厅局级领导干部用车2辆、一般公务用车3辆、一般执法

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

单价5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1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1台（套）。

（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共 4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涉

及财政性资金合计 1910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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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

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

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

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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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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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

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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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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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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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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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各部门应根据公开决算表中对应的经费情况进行名

词解释，对未涉及的名词可以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