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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文体旅游服务中心单位的主要职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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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单位包括 1 个内设机构，其

中：列入 2021 年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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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要工作总结

2021 年，文体旅游服务中心单位主要任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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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示范区创建成果

1.继续做好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区公共文旅场馆于 10

月 15 日正式开工建设，玉龙花苑百姓书房、御湖湾百姓书

房、金沙花苑百姓书房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完成张坂镇



玉塘村、洛阳前园村 2 个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提升，

完成金沙花苑小区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2.不断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一是广泛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立足本土特色，精心策划组织，形成了“团借团

还”、“亲子读书绘”、“品书观影”等一系列阅读推广

品牌活动。区文化服务中心图书馆 2021 年度新增读者 1700

人，到馆人数 10 万人次，新增图书 42816 册，图书借阅

11.6 万册次以上，同比 2020 年增长 86.7%。开展图书流动

服务近 50 场、“亲子读书绘”20 期、“品书观影”20

期，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阅读服务。二是精心组织

各类赛事活动。举办“读中华经典 颂时代华章”——百年

风华正青春诵读比赛，共吸引 127 名选手参加，荣获省

“优秀组织奖”，其中推送吴雅馨作品《红铁》荣获省少

儿组三等奖；开展“庆祝建党百年，紧跟党的脚步”党史

知识线上竞答活动;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光辉

历史专题讲座；同时，以重要传统节日为载体，组织开展

了“‘我们的节日·元宵节’欢乐猜灯谜、巧手做花灯活

动”、“我们的节日·妇女节”多肉拼接活动、“‘我们

的节日·端午节’庆建党百年，享粽叶芳香包粽子活动”

等生动活泼、富有时代气息的节日活动。

3.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区文化服务中心公益艺术

培训共开展 7 个门类 20 个班，280 节课，参与学员约 600

名，课程涵盖硬笔书法、软笔书法、简笔画、中国国画、

音乐演唱、古筝弹奏、南音演唱、瑜伽、太极拳等。先后



举办了“庆祝建党百年暨学习宣传十九大五中全会精神”

书法作品展、“妙笔致敬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绘画展、

“红色记忆”纪念建党百年雕艺精品展等文化展览，累计

参观人次近万人。年度举办“我们的节日·春节”南音会

唱、“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艺展

演、红色吟诵会、“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文艺精品公益性演出活动 29 场，传统

戏曲进校园 59 场，放映农村电影 936 场，为群众提供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供给，得到群众的点赞与喜爱。

（二）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1.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高标准编制《泉州台商投资区“十四五”文化和旅游

发展规划》，制定《泉州台商投资区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围绕构建“一心两带六区”旅游发展空间

格局的目标要求，提出了五大工作任务和三大保障措施；

制定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支持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对A级景区、星级饭

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培育及旅游宣传营销、旅游市场开

拓、旅游人才队伍等方面制定了财政奖励标准，进一步激

发旅游市场活力；出台《泉州台商投资区促进民宿规范发

展意见》，明确了民宿申办要求及流程，并对星级民宿制

定相应的奖励标准，推动我区特色民宿发展。

2.旅游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充分发挥区域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强化服务意识、



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方式，结合城市发展进程，有针

对性地开展旅游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招商引资，引入了海峡

雕艺文化产业园、钱隆酒店等多个文旅项目。加大与中国

500 强华侨城文旅集团合作意向洽谈，优化海丝艺术公园、

海丝生态公园周边业态，谋划建设海丝中央公园项目。举

办 2021 年台资招商大会，签订台湾文化街、台湾时代广

场、第一旅游网等台资文旅项目。加强项目谋划与项目库

建设，策划洛阳海丝文旅小镇、张坂雕艺电商直播产业基

地、民宿及露营地开发等 7 个文旅招商项目，通过举办全

域旅游推介会等形式加大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各类资本参

与全域旅游建设。

3.旅游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坚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积极推动一批重大旅游业项

目落地建设。作为省市重点在建项目，八仙过海旅游项目

2021 年完成投资 9 亿元，水上酒店、海洋王国乐园、郑和

宝船酒店相继开业，欢乐水世界获评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二期动物王国即将启动建设；南飞鸿·乐荟港于第一季度

开工建设，将建设大型滨海旅游商业综合体；区级公共文

旅场馆、海峡雕艺文化产业园于 10 月开工建设；海湾大道

旅游风景道已全线通车，路段全长 17.98 公里，采用一级

公路兼城市主干路设计标准，项目总投资约 60.32 亿元；

玉沙湾公园已部分竣工，将打造成集自然生态、旅游观

光、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海湾型综合性沙

滩岸线；委托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月亮湾国际



滨海度假区概念规划》，进一步改造提升月亮湾景区；推

进浮山村、前园村游客服务中心及旅游标识牌建设，新建

浮山村市级示范性旅游厕所。

4.旅游产品体系丰富多样

发挥历史底蕴深厚的优势，依托洛阳桥、海丝艺术公

园、海丝生态公园、张坂雕艺街、八仙过海旅游度假区、

玉沙湾公园、月亮湾等旅游目的地，打造海丝旅游、滨海

旅游、近郊乡村生态旅游、红色旅游路线等 5 条精品旅游

线路和 1 条研学旅游线路。依托海丝生态公园打造“四季

如春”花展；成功举办第二届“十佳特色小吃”评选活

动，共评选出煎鱼签、菜粿、面线糊等 10 道正式名录；开

展台商区雕艺LOGO征集活动，共有 220 件作品参加评选，

最终选出 6 件入围作品；举办台商区首届文旅市集活动，

设 30 个展位，展出涵盖特色小吃、伴手礼、旅游线路、酒

店住宿、非遗体验等文化旅游消费产品；推荐 15 件作品参

加第二届最美福建·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30 件作品参

加“润物无声”泉州文创旅游商品设计大赛等活动，全力

推动旅游商品提质升级；开展醉美泉州台商投资区线上推

介活动，重点展示台商区“五美”及精品旅游路线，招募

“醉美泉州台商投资区推介人”，推广台商区之美。

5.旅游宣传营销全面发力

积极开展文旅宣传，微信公众号“泉州台商投资区文

体旅游服务中心”长期位居泉州旅游类微信影响力榜单前 5

名。积极组织重点旅游企业参加第十七届海峡旅游博览



会、福建旅游交易会等展会，编印《旅游指南》《2021 年

文旅招商手册》等宣传材料，拍摄八仙过海、月亮湾、上

塘雕艺街、海丝生态公园等重点景区旅游宣传片，在泉州

公交车内视频媒体循环播放。举办“绿色发展 美好生活”

全域旅游推介会，邀请全市主要旅行商及新闻媒体参加，

推介台商区文旅招商项目、重点旅游景区、旅游精品线路

等，并开展采风活动，展现台商区全域旅游的新面貌。结

合泉州欧乐堡海洋王国乐园及玉沙湾公园开园仪式，举办

全区旅游发展大会，总结和部署全区旅游工作，解读相关

旅游政策，签约、推介重点文旅项目，同时举办全域旅游

发展论坛等活动，邀请省内重点旅行商参加，提升我区旅

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加强文物和非遗保护

1. 稳步推进申遗重点工作。围绕“泉州：宋元中国的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工作，成立申遗保护管理机构，

专人专职值班值守，有效落实长效管理，完成洛阳桥申遗

点周边环境整治和提升，举办洛阳桥遗产点志愿讲解员培

训，印发《洛阳桥申遗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全面加强

遗产点日常管理工作。

2.文物保护工作落细落实。完成全区 114 处文保单位

和文物点责任人公示公告牌制作及安装，完成郭氏家庙、

吉贝瑶台、葛上陈氏宗祠修缮及国保郭氏墓群安防工程，

做好秀涂村出土 9 门铁炮除锈处理和展示工作，完成 70 处

一般文物点定线落图工作，完成 44 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四有”档案。

3.加强区域非遗文化保护。申报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和第三批市级非遗传习所 7 家，举办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展演活动和红色雕艺精品展，创作出版《闽

南新童谣》，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公益培训及非遗

传承人培训。

（四）强化行业监管，筑牢安全底线

1.深化隐患治理，筑牢安全防线。一是紧紧围绕迎建

党百年大庆这一工作主线，结合安全生产三年整治、“控

事故，保安全、迎建党百年”等行动，围绕本行业安全生

薄弱环节，深入开展“三合一”、特种设备、燃气、电动

自行车、危化品等专项排查治理，全面开展文旅系统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今年来，累计排查发现各类安全生产

隐患 362 处，已整改 362 处。二是坚持每季度召开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通过以会代训、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

式，督促文旅系统企业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今年来，召开安全生产会议 2 次，组织培训 1 次，观

看警示教育片 2 次。三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年行动，

以集体约谈、通报批评等为抓手，切实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推进隐患闭环管理。今年来，召开安全生产集体约

谈会议 1 次，制作通报文件 2 份，通报批评企业 4 家。

2.推进”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全力净化文化环境。

一是深入推进“新风”“正道”集中行动。针对文化娱乐

场所，集市、宗教场所、校园周边等重点部位，加大暗访



力度，下沉执法力量，针对全市出版物市场、印刷复制企

业和仓储物流企业进行全面清查，不留死角。今年来，共

收缴非法出版图书 70 余册，摸排发现无证无照、证照不全

文化企业 2 家，引导办证补证 2 家，有效遏制了危害文化

市场健康的行为。二是聚焦网上主战场，突有害信息网上

网下传播扩散的关键环节，始终将封堵政治性有害出版物

和网上有害信息作为第一任务、摆在首要位置，保持高压

态势，重点查处攻击党的路线方针、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各类政治性有害出版物及不良信息，特别要做好境外政

治性有害出版物的收缴和查堵工作。今年来，处置网络有

害信息 271 条，涉侮辱国家言论 1 条。三是始终坚持把宣

传工作作为推动整治行动开展的催化剂，大力宣传“扫黄

打非”工作的重要意义，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印制扫黄

打非宣传材料 1 万余份，发送“扫黄打非”手机宣传短信

10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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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度单位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 0.78 万元，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79.61 万元，本年支出

80.29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10 万

元。

（一）2021 年收入 79.61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5.26 万元，增长 6.61％，具体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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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支出 80.29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3.32 万元，增长 4.31％，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80.29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69.91 万

元，公用经费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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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80.29 万元，比上年决

算数增加 3.32 万元，增长 4.31%，具体情况如下：

（一）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80.29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3.32 万元，增长 4.31%。主要原因是人员经

费支出增加。

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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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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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80.29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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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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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0.00 万元，比本

年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主要原因是本单位无“三公”经

费。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比本年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全年安排本单位组织的出国团组 0.00 个，

参加其他单位出国团组 0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00 人次。主要是本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本年

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主要是本单位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00 万元，比本年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 0.00 辆，主要是:本单位无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本年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主要是本单位无公务用车运行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0.00 辆。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0.00 万元，比本年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主要是本单位无公务接待费，累计接待 0.00 批

次、0.00 人次。

七、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 2021 年度 0 个

项目实施单位自评，分别是 0 等项目，涉及财政拨款资金

共计 0 万元。

对 0 个项目实施部门评价，分别是 0 等项目，涉及财

政拨款资金共计 0 万元，评价结果等次为“优”“良”

“中”“差”的项目分别是 0 个、0 个、0 个、0 个。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本单位为事业单位没有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没有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共有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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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市级财政当年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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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市级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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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