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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文体旅游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承担辖区内文化、

体育、旅游综合服务工作；承担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相关职能。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文体旅游服务中心包括 1 个科室

及 0 个下属单位，其中：列入 2020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

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在职人数

文体旅游服务中心 事业单位 5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20 年，文体旅游服务中心主要任务是：为文化、体

育、旅游提供综合服务。围绕上述任务，重点完成了以下

工作：



（一）文旅融合呈现新格局。

1.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30 个，新增张坂、东园等 6 处百姓书房，全区共有百姓书

房 11个。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依托区文化服务中心提

供图书借阅、精品讲座、文化活动、文化展览等，举办公

益讲座 5 期、展览 4 期、文化活动 15 场，公益性培训 11

项，服务群众 7 万人次，图书借阅 15 万多册次。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开展高甲戏、木偶戏、南音、文艺晚会等公益

性演出 30 场、放映农村电影 936场、传统戏曲进校园 56

场。举办台商区首届“墨韵台商”书法大赛活动，36 名参

赛选手获奖，最小 8 岁，最大 65岁，还有 2 个来自马来西

亚。疫情期间开展少儿美术作品展、世界读书日读书分享

会等线上活动，教师组获奖作品《榜样如灯 照亮初心》—

—《习近平在厦门》阅读分享登上《学习强国》。

2.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八仙过海欢乐水世界 7 月 9 日开

园运营，成为泉州及周边地区的网红避暑胜地。创办台商

区第一家旅行社泉州市九九国际旅行社、第二家旅行社台

商区云游旅行社，百崎乡下埭村获评省级旅游村、八仙过

海度假区获评泉州市旅游度假区、华光文博园入选市级特

色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5 座，万安村

洛阳桥游客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闽风台韵”推送文旅

资讯 200余期，位居泉州旅游类微信影响力榜单第二名。

举办台商区首届伴手礼评选活动，评选“台商区伴手礼正

式名录”20 件、“预备名录”10件。



3.加强文物和非遗保护管理。全力配合做好“古泉州

（刺桐）史迹”申遗工作，完成洛阳桥周边环境整治、游

客服务中心建设。洛阳古街“三留一活”文化复兴工程持

续推进，共租赁 210 幢、保护修缮 100 余幢，北桥头、古

桥憩园、尼庵巷等节点建设已竣工。完成义波祠、上仑石

塔、吉贝瑶台等文物修缮，启动孙氏家庙、陈氏家庙、郭

氏家庙文物修缮前期工作。全区现有国保单位 2 个、省保

单位 2 个、市（县）保单位 40 个。在全市率先完成全区 70

处一般文物点立碑工作，实现建筑类文物电气火灾实时监

控全覆盖。招募文化志愿者 30 名，开展文化志愿培训 2

期，评选区级非遗传承人 23 名，全区现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82 人（其中省级 2 人、市级 5 人）、非遗代表性项

目 25 个。

（二）体育事业实现新突破。

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全面协调发展。

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完成省级为民办实事全民健身设

施建设项目张坂镇松山村五人制笼式足球场建设，投入 500

多万元，新建海丝生态公园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洛阳霞星

村、金屿、锦新安置小区健身设施，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日

趋完善，全区各类体育场地 836 个，场地面积 58.67 万平

方米，人均场地面积 2.27 平方米。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开

展，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全民健身体育赛事举办方

式，举办环百崎湖健步走等 15 项全民健身比赛和活动，环

百崎湖健步走活动连续举办 9 年。分类抓好社会体育指导



员队伍建设，构建完善的科学健身服务体系，提高群众健

身指导水平。巩固提升张坂中学青少年射箭训练基地水

平，新建洛江中学青少年射击训练基地、玉埕中学青少年

足球训练基地，坚持“体教结合”，发挥好体育传统校、

基地校、特色校等引领带动作用，大力培养各类竞技体育

人才。抓好学校体育工作。积极开展每天锻炼一小时和阳

光体育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举办区中小

学体育运动会，20 支代表队 1022 名运动员参赛，破大会纪

录 16人次，展示阳光体育运动成果。大力推进校园足球文

化建设，推荐 4 所学校申报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体育特色校创建成效显著，全区共有国家级足球特色

校（园）18 所、篮球特色校 3 所。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 3.40 万元，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74.35 万元，本年支出

76.97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78 万

元。

（一）2020 年收入 74.35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7.18 万元，下降 8.81％，具体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4.35 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

4. 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5. 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 经营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其他收入 0.00 万元。



（二）2020 年支出 76.97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60 万元，下降 2.04％，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76.97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72.48 万

元，公用支出 4.49 万元。

2.项目支出 0.00 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4.经营支出 0.00 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6.97 万元，比上年决

算数减少 1.60 万元，下降 2.04％，具体情况如下：

（一）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76.97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减少 1.60 万元，下降 2.04％。主要原因是人员经

费支出减少。

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6.97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72.48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

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

贴、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二）公用经费 4.4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

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

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

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0.00 万元，比年

初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三公”经

费。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全年安排本部门组织的出国团组 0.00 个，

参加其他部门出国团组 0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00 人次。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

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 0.00 辆。

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

为 0.00 辆。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

七、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部门为事业单位，本年收入为人员经费，无项目支

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部门为事业单位没有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0.00 辆，

其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00 辆、主要领导干部

用车 0.0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0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0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0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00 辆、

离退休干部用车 0.00 辆、其他用车 0.00 辆；单价 50 万元

（含）以上通用设备 0.0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

以上专用设备 0.00 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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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出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

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

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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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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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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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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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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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五部分 附件

一、《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我部门无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我部门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