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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19年部门预算 

 

根据《杭州市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文化和广播电视职责与杭州市旅游委员职责整合组建杭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 

目前，本部门正在根据《杭州市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开展“三

定”方案制定、机构职能调整以及资产、人员、预算划转等工作，

及时将机构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考虑到今年机构改革的特殊情况，为做好机构改革与预算编

制、预算公开的有效衔接，现将经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

准的部门预算予以公开。以下机构职能、预算单位构成、预算收

支等事项，将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在预算执行中依法依规作相应

调整和划转。 

 

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9 年部门预算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是主管全市

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著作权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责是指导全市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行业

事业和产业发展；管理全市艺术创作生产和艺术研究活动，推动

各门类艺术的发展；管理全市媒体宣传和广播影视安全播映；指

导、管理全市社会文化事业，组织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指导

杭州图书馆、文化馆、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推动

开展各类社会文化工作；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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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传承普及工作；负责全市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和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本部门共有预算单位 9 家，其中：

行政单位 1 家、事业单位 8 家。具体为：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杭州图书馆、杭州少年

儿童图书馆、杭州艺术学校、杭州市文化馆、杭州市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 

二、部门预算总体情况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详见表 1-5） 

1．收入预算总体情况 

部门收入预算总计 27,409.46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462.27

万元，下降 1.66%，主要原因是杭州艺术学校学生宿舍租赁经费

下降和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2018 年有设备采购一次性因素。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6,989.46 万元，专户资金收入 0 万元，事

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上级

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420.00 万

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支出预算总体情况 

部门支出预算总计 27,409.46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462.27

万元，下降 1.66%，主要原因是杭州艺术学校学生宿舍租赁经费

下降和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2018 年有设备采购一次性因素。 

按支出功能分类：教育支出（类）3,113.26 万元，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类）21,934.13 万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1,882.01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类）480.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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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支出用途分类：基本支出 16,592.96 万元，项目支出

10,816.5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事业单位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0 万元，事业单位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 

年末结余分配 0 万元，年末结转下年 0 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详见表 6-8）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26,989.46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基本持

平。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6,989.4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 26,989.46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基本持

平。 

按支出功能分类：教育支出（类）3,093.26 万元，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类）21,534.13 万元，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1,882.01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类）480.06 万元；年末结余分配 0 万元，

年末结转下年 0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合计 26,989.46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基

本持平。其中： 

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教育费附

加安排的支出（项）预算为 39 万元，主要用于校舍维修等方面的

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1.99 万元，下降 4.86%，主要原因是杭

州艺术学校校舍维修支出预算下降。 

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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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 3,054.26 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在职人员支出和日常运转、学

生培养、教学设备购置、校舍租赁维修、校园整治等方面的支出。

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272.79 万元，下降 8.20%，主要原因是杭州艺

术学校学生宿舍租赁经费下降。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运行

（文化和旅游）（项）预算为 4,107.30 万元，主要用于局机关、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单位人员及日常运转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

行数增加 843.23 万元，增长 25.84%，主要原因是公用经费增加及

增人增资等因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项）预算为 325.58 万元，主要用于广播

电视低保工程、报刊及广播电视审读评议、职称评审等方面的支

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25.58 万元，增长 62.79%，主要原因是全

国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经费增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图书馆（项）

预算为 9,368.66 万元，主要用于杭州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单位人

员支出及日常运转、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支出。比上年

执行数增加 290.83 万元，增长 3.21%，主要原因是图书馆对外开

放相关经费增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活动

（项）预算为 190.00 万元，主要用于艺术作品创作论证、开展各

类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70.23 万元，增长

58.64%，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建国七十周年文化活动经费增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群众文化

（项）预算为 1,926.79 万元，主要用于杭州文化馆人员支出及日



 - 5 - 

常运转、开展免费培训、全市基层文化建设方面的支出。比上年

执行数减少 43.48 万元，下降 2.21%，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人数减

少，相关经费减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创作

与保护（项）预算为 1,301.54 万元，主要用于杭州市艺术创作研

究中心、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人员支出及日常运转、

开展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

数减少 122.46 万元，下降 8.60%，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度省补资金

下达预算减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和旅

游市场管理（项）预算为 45.00 万元，主要用于文化娱乐业、网吧、

演艺业等全市各类文化经营市场的管理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

数减少 43.52 万元，下降 49.17%，主要原因是文化市场管理经费

合并调整到杭州审读评议、文化市场管理和申报省局各类奖项初

评经费项目中。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化

和旅游支出（项）预算为 2,881.31 万元，主要用于杭州市广播电

视监测中心人员支出及日常运转，开展广播电视节目监测方面的

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693.86 万元，下降 19.41%，主要原因是

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2018 年有设备采购一次性因素。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项）预算为 1,387.95 万元，主要用于

开展群众性演出、基层文化建设现场会、文艺演出活动、文化基

本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等方面的支出。与上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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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预算为 215.56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

位的离退休人员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27.29 万元，下降

11.24%，主要原因是行政离退休老干部数量减少，相关经费减少。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单

位离退休（项）预算为 386.25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离退休人

员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79 万元，增长 1.26%，主要

原因是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补助增加。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为 914.42 万元，主要用于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方面的支出。与上年

执行数基本持平。 

社会保障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预算为 365.78 万元，主要用于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缴纳职业年金方面的支出。与上年执行数

基本持平。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

（项）预算为 53.75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为职

工缴纳的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3.74 万元，增

长 7.48%，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人数增加。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

（项）预算为 174.84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为

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4.55 万元，

增长 2.68%，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人数增加。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

助（项）预算为 251.47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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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16.99 万

元，下降 6.33%，主要原因是缴费基数调整。 

（2）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数 0 万元，上年执行数 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详见表 9） 

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合计

16,592.96 万元，其中： 

1．工资福利支出 12,934.8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

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

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和其他工资福利等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2,7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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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费、差旅

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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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费用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等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07.93 万元，主要包括离休费、

退休费、退职（役）费、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助学金、奖励

金和其他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支出。 

4．其他资本性支出 160.03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设备购置（资

本）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详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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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数合计 181.15 万元，比上年下降

10.17%，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务接待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减少。其中： 

1．因公出国（境）经费 105.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51.15%，

主要原因是根据杭州城市国际化的要求，2019 年度对外交流项目

有所增加。因公出国（境）经费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

员的赴美国、阿根廷、台湾等进行文化交流时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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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务接待费支出 64.85 万元，比上年下降 8.21%，主要原

因是贯彻厉行节约政策，预计 2019 年全国各地文化、广电、新闻

等单位来杭交流考察活动略有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出主要用于接

待全国各地文化、广电、新闻等单位来杭交流考察活动及开展各

类文化演出活动的快餐费等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0.80 万元，比上年下降

82.36%，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度下属的事业单位进行了车改，公务

用车减少。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

用），主要用于经批准购置的 0 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支出 10.80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保留的 3 辆公务用车所需的公

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

出。 

三、预算绩效情况 

1．总体情况。2019 年，本部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实现绩

效目标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资金 10,396.50 万元。 

2．重点项目情况。 



 - 9 - 

（1）单位：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一级项目：图书馆建设 

二级项目：图书配套业务费 

项目基本内容：申请购书经费 200 万*10％＝20 万，主要用于

以下方面：（1）读者登记表、退还押金申请表等印刷费；（2）

书标、条形码、磁条、CD 膜、图书保护膜等专用材料费；（3）

破旧图书修补用小型机械、纸张、线、胶等专用材料费；（4）用

于保证图书及时配送的物流费；（5）保证藏书质量的入藏报刊委

托精装订费、专业破损图书委托修补等委托业务费；（6）工作专

用手套等劳保用品；（7）图书文献再加工和深层开发费用；（8）

打包带、纸箱等材料以及用于图书馆日常开馆方面的各项开支，

保障图书馆的正常运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立项依据：图书配套业务费是以购书经费的 10％配套使用，

图书采购到位后，为满足读者需求，使新购图书能够及时上架流

通，需要购买磁条、条形码等加工和深层开发耗材费用。该配套

费用主要用于以下方面：（1）读者登记表、退还押金申请表等印

刷费；（2）书标、条形码、磁条、CD 膜、图书保护膜等专用材

料费；（3）破旧图书修补用小型机械、纸张、线、胶等专用材料

费；（4）图书配送物流费；（5）入藏报刊委托精装订费、专业

破损图书委托修补等委托业务费；（6）工作专用手套等劳保用品；

（7）图书文献再加工和深层开发费用；（8）打包带、纸箱等材

料以及用于图书馆日常开馆方面的各项开支。 

实施主体：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预算安排： 20 万元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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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项目名称 图书配套业务费 

项目资金 20.00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

时效）    

涉及图书等类型 3 类以上 

1、图书（含外文图书）。 

2、报刊（含电子报刊）。 

3、视听文献。 

藏书质量 及时修缮 
发现馆藏图书破损后 7 个工作日

内修缮 

图书配送及时性 及时配送 配送时间为购买后 7 个工作日内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保障图书馆的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读者满意度 达到 95%以上 根据反馈 

（2）单位：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一级项目：图书馆建设 

二级项目：购书经费 

项目基本内容：为进一步加快杭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步

伐，2019 年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将继续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基础，

结合馆阵地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的实际，逐步完善藏书体系建设，

配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合理使用购书经费，开展各类型文

献的采购。同时，已实施的、作为少儿馆今后持续发展的重点项

目：“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服务网点建设”、“公共图书馆

数字资源覆盖中小学校”、“悦读快车—孩子们的流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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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易悦读项目，将继续以文献的合理采购及使用为依托，进一步

深化各项目的内容及形式。 

立项依据：自 2012 年起，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逐步构建四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学校、社区、乡镇及企

事业单位。2018 年 1 至 12 月，共接待到馆读者 501160 人次、文

献借阅 308946 人次 975173 册次（其中“易悦读”活动借阅 1738

人次，11893 册次）。“悦读快车——孩子们的流动图书馆”项目

2018 年项目共覆盖 8 个区，进入 20 所学校和 1 个社区，服务 17235

名学生（社区人数不计），借阅图书 23138 册。举行启动仪式 9

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 2 场，走访 16 所学校；“杭州少年儿童图

书馆阅读服务网点建设工程” 2018 年新建网点 15 家，其中社区、

企事业网点 7 家，办理班级图书证 830 余张。开展了已建网点及

新建网点图书配送工作。 

实施主体：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预算安排： 200 万元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项目名称 购书经费 

项目资金 200.00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

时效） 
  

图书文献采购数量 

1、图书（含外文图书）

年入藏量 6 万种以上。 

2、报刊（含电子报刊）

年入藏量 500 种以上。 

3、视听文献年入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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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片以上。 

验收合格率 100% 
所购书刊等质量符合国

家要求 

采购完成时间 按年度计划 按年度计划，逐步推进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推动青少年阅读 有所推动  

读者满意度 达到 95%以上 根据反馈 

（3）单位：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一级项目：图书馆建设 

二级项目：少儿社会系列活动 

项目基本内容：为进一步加快杭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步

伐，积极发挥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以中小学生“第二课堂”基地

为载体，围绕“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西湖读书节”、“六

一儿童节”、“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图书馆之夜”等节日和

主题，策划开展有影响力的未成年读者活动，助力全民阅读，进

一步提升良好社会效应。 

立项依据：通过“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西湖读书节”、

“六一儿童节”、“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图书馆之夜”等节

日和主题，策划开展有影响力的未成年读者活动，助力全民阅读，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活动用的展板制

作、宣传费用、聘请讲师的劳务费以及活动用的文化用品。2018

年 1 至 12 月，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组织各类文化活动 1448 场

142086 人次，一是开展覆盖全国 11 个省、直辖市，26 个地市、

州，24408 人次参与的大型活动“2018 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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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声音全国少年儿童诚信故事音频大赛”，共收到 42 家图

书馆、学校递交的 483 件参赛作品，共评出优秀作品、优秀组织

单位与个人等共计 218 个奖项。天津日报、北方网、搜狐网、新

浪新闻等公共媒体以及各赛区地方政府网、图书馆等自媒体均做

了宣传报道。二是与全国各级各类少年儿童图书馆、公共图书馆

联合开展的“2018 我最喜爱的童书”评选活动，并联合杭州市西

湖读书节组委会共同举办“2018 我最喜爱的童书（杭州地区）”

评选活动，活动覆盖杭州地区 9 个区县，签约学校 16 所，开展阅

读活动 360 多场，参与活动 30816 人次。三是根据地区未成年人

生理、心理特点，开展分级活动，如：2018 年举办面向学龄前儿

童的“小可妈妈伴小时”亲子课堂系列活动 301 场 14912 人参与；

开展面向小学阶段未成年人的各类体验、传统文化普及等阅读推

广活动 261 场 11387 人参与；开展面向家长及教育工作者的家庭

教育系列讲座、沙龙及心理咨询等活动 44 场，5426 人参与。2019

年计划开展活动 1000 场，预计参与人次超过 6 万人。 

实施主体：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预算安排：25 万元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项目名称 少儿社会系列活动 

项目资金 25.00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

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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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活动场次 ≥1000 场次  

参加活动人次数 6 万人次 
各系列活动立足杭州本地，力求

扩大影响力，辐射全省、全国。 

活动完成时间 
2019年 11月

前完成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推动全民阅读，提升阅读氛围 有所推动 

1.进一步深化品牌活动的含金

量，扩大活动影响力。 

2.吸纳多方力量，整合和引进优

质教育及服务资源，逐步建立起

地区阅读推广人队伍，开展地区

阅读推广活动。 

读者满意度 达到 95%以上 根据反馈 

（4）单位：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一级项目：信息化建设和运维 

二级项目：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业务系统项目 

项目背景：随着广播电视和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中宣部、

国家广电总局对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确

保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充分发挥在安全播出监测保障方面的作

用，市委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市广播电视监

测中心用房问题，并提出要按照“国内一流”的标准组织专家进

行论证。根据专家意见，建设一个功能完善、技术先进、资源优

化、标准统一的业务系统平台，实现对市县两级广播电视和新兴

媒体的全方位监测监管。 

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广电全媒体融合监测监管平台及监测发

布系统、广播电视内容综合监测系统、互联网视音频及广电融媒

体监测系统（一期）、IPTV、互联网电视及专网手机电视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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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期）、平台计算资源池、网络及安全系统、集中存储系统、

集中监看显示系统等。 

立项依据：根据陈红英副市长在《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广播

电视监测中心特种设备及辅助设施建设情况的报告》和戴建平常

务副市长在《关于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特种设备及辅助设施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精神，市电子政务办于 2017

年 9 月组织专家对我中心业务系统（特种设备及辅助设施拆分出

来属于信息化项目的部分）进行了评审，并获得通过。并于 2018

年 2 月获得市发改委的可研批复：杭发改高技（2018）78 号，于

2018 年 4 月获得电子政务办的实施方案确认单：电政确 2018001。 

实施主体：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预算安排：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业务系统总建设原计划

分 2017-2019 三年下达，现所有标项在 2019 年需支付 888.34 万元。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项目名称 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业务系统 

项目资金 888.34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

时效） 
   

购建项目个数 8 

需要购建广电全媒体融合监测监

管平台及监测发布系统、广播电

视内容综合监测系统、互联网视

音频及广电融媒体监测系统（一

期）、IPTV、互联网电视及专网

手机电视监测系统（一期）、平

台计算资源池、网络及安全系统、

集中存储系统、集中监看显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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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 8 个项目。 

终验通过率 100% 8 个项目都通过终验。 

系统建成时间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底前完成终验。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促进广电事业发展 提升促进 

该项目建成主要产生社会效益，

有利于广播电视事业健康有序发

展，有利于实现信息互补和资源

共享，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 

对市县两级媒体实现全方面监

测 
全覆盖监测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2019 年，本部门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等 1 家行政单位以及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等 1 家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757.53 万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加 139.41 万元，增长 22.56%，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

相应经费预算增加。 

2．政府采购情况。2019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816.52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 4,048.55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 72.5 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 2,695.47 万元。 

3．国有资产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公

务用车 3 辆，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的存储器、全数字双信道监测

测向接收机、多制式综合电视信号分析仪和小型机 HP RX8640 等

通用或专用设备 16 台（套）。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的通用或专用设备 0台（套）。 

五、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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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当年财政专户核拨的资金，主要指部门按规

定上缴财政专户的各类政府非税收入。 

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

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

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

收入。 

其他收入：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

拨款收入、专户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和上年结转等不足以安排当

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

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

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基本支出：是部门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部门为完成其特定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

基本支出预算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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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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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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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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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接待费：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费：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等

附加费用）。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

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其他用车。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机关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

位使用财政拨款资金开支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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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材料及一般设

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表： 

表 1.  2019 年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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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科目） 

表 3.  2019 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单位） 

表 4.  2019 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科目） 

表 5.  2019 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单位） 

表 6.  2019 年市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7.  2019 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8.  2019 年市级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9.  2019 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 10.  2019 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表1： 2019年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按支出功能分）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26,989.46 教育支出 3,113.26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6,989.4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934.13

      政府性基金预算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82.01

专户资金收入  卫生健康支出 480.06

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420.00   

    

    

本年收入合计 27,409.46 本年支出合计 27,409.46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  

      其他基金        其他基金  

收入总计 27,409.46 支出总计 27,409.46



表2： 2019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科目）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收入（不
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合计 27,409.46 26,989.46 26,989.46       420.00   

教育支出 3,113.26 3,093.26 3,093.26       20.00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39.00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39.00          

    其他教育支出 3,074.26 3,054.26 3,054.26       20.00   

        其他教育支出 3,074.26 3,054.26 3,054.26       20.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934.13 21,534.13 21,534.13       400.00   

    文化和旅游 20,156.18 20,146.18 20,146.18       10.00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4,107.30 4,107.30 4,107.3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325.58 325.58 325.58          

        图书馆 9,378.66 9,368.66 9,368.66       10.00   

        文化活动 190.00 190.00 190.00          

        群众文化 1,926.79 1,926.79 1,926.79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01.54 1,301.54 1,301.54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45.00 45.00 45.00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2,881.31 2,881.31 2,881.31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77.95 1,387.95 1,387.95       390.00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77.95 1,387.95 1,387.95       390.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82.01 1,882.01 1,882.0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2.01 1,882.01 1,882.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5.56 215.56 215.56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25 386.25 386.2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4.42 914.42 914.42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78 365.78 365.78          

卫生健康支出 480.06 480.06 480.06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0.06 480.06 480.06          

        行政单位医疗 53.75 53.75 53.75          

        事业单位医疗 174.84 174.84 174.84          

        公务员医疗补助 251.47 251.47 251.47          



表3： 2019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单位）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收入（不
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合计 27,409.46 26,989.46 26,989.46       420.00   

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7,214.76 6,824.76 6,824.76       390.00   

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992.11 992.11 992.11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1,592.68 1,592.68 1,592.68          

杭州图书馆 8,514.82 8,504.82 8,504.82       10.00   

杭州艺术学校 3,528.43 3,508.43 3,508.43       20.00   

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353.99 353.99 353.99          

杭州市文化馆 1,747.04 1,747.04 1,747.04          

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2,930.11 2,930.11 2,930.11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535.52 535.52 535.52          



表4： 2019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科目）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

上级支出
结余分配 结转下年

合计 27,409.46 16,592.96 10,816.50      

教育支出 3,113.26 2,273.76 839.50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其他教育支出 3,074.26 2,273.76 800.50      

        其他教育支出 3,074.26 2,273.76 800.5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934.13 11,957.13 9,977.00      

    文化和旅游 20,156.18 11,957.13 8,199.05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4,107.30 4,107.3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325.58  325.58      

        图书馆 9,378.66 5,832.90 3,545.76      

        文化活动 190.00  190.00      

        群众文化 1,926.79 891.14 1,035.65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01.54 604.79 696.75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45.00  45.00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2,881.31 521.00 2,360.31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77.95  1,777.95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777.95  1,777.9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82.01 1,882.0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2.01 1,882.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5.56 215.56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25 386.2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4.42 914.42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78 365.78       



表4： 2019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科目）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

上级支出
结余分配 结转下年

卫生健康支出 480.06 480.06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0.06 480.06       

        行政单位医疗 53.75 53.75       

        事业单位医疗 174.84 174.84       

        公务员医疗补助 251.47 251.47       



表5： 2019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单位）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单位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

营支出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上

级支出
结余分配 结转下年

合计 27,409.46 16,592.96 10,816.50      

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7,214.76 3,789.68 3,425.08      

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992.11 947.11 45.00      

杭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1,592.68 1,269.18 323.50      

杭州图书馆 8,514.82 5,474.56 3,040.26      

杭州艺术学校 3,528.43 2,688.93 839.50      

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353.99 311.79 42.20      

杭州市文化馆 1,747.04 1,121.39 625.65      

杭州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2,930.11 569.80 2,360.31      

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535.52 420.52 115.00      



表6： 2019年市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按支出功能分）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26,989.46 一、本年支出合计 26,989.46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6,989.46 教育支出 3,093.26

      政府性基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534.1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82.01

  卫生健康支出 480.06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  

收入总计 26,989.46 支出总计 26,989.46



表7：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
版权局)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合计 26,989.46 16,592.96 10,396.50  

教育支出 3,093.26 2,273.76 819.50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9.00  39.00  

    其他教育支出 3,054.26 2,273.76 780.50  

        其他教育支出 3,054.26 2,273.76 780.5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534.13 11,957.13 9,577.00  

    文化和旅游 20,146.18 11,957.13 8,189.05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4,107.30 4,107.30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325.58  325.58  

        图书馆 9,368.66 5,832.90 3,535.76  

        文化活动 190  190.00  

        群众文化 1,926.79 891.14 1,035.65  

        文化创作与保护 1,301.54 604.79 696.75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45.00  45.00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2,881.31 521.00 2,360.31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7.95  1,387.95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7.95  1,387.9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82.01 1,882.01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882.01 1,882.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215.56 215.56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25 386.2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14.42 914.42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78 365.78   

卫生健康支出 480.06 480.06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80.06 480.06   

        行政单位医疗 53.75 53.75   

        事业单位医疗 174.84 174.84   

        公务员医疗补助 251.47 251.47   



表8： 2019年市级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说明：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没有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表9：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金      额

合计 16,592.96 

工资福利支出 12,934.80 

    基本工资 1,779.37

    津贴补贴 1,523.57

    奖金 866.91

    绩效工资 3,538.0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914.42

    职业年金缴费 365.7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28.59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51.47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1.63

    住房公积金 978.30

    医疗费 67.72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249.03

商品和服务支出 2,790.20 

    办公费 176.17

    印刷费 52.00

    咨询费 4.96

    手续费 1.00

    水费 14.05

    电费 53.40

    邮电费 38.27

    物业管理费 769.75

    差旅费 189.50

    因公出国（境）费用 105.50

    维修（护）费 63.50

    会议费 66.00

    培训费 37.05

    公务接待费 55.80

    专用材料费 60.29



表9：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金      额

    劳务费 59.20

    委托业务费 21.50

    工会经费 185.25

    福利费 538.07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80

    其他交通费用 195.3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2.7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07.93 

    离休费 276.64

    退休费 263.84

    退职（役）费 3.49

    生活补助 3.56

    医疗费 53.04

    助学金 86.42

    奖励金 0.94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0.00

其他资本性支出 160.03 

    办公设备购置（资本） 160.03



表10： 2019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合计 181.15 181.15

因公出国（境）费用 105.5 105.50

公务接待费 64.85 64.85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0.8 10.80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80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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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2019 年部门预算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能：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能为：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政府有关旅游业的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受委托起草旅游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

经审议通过后组织实施。 

2、负责编制全市旅游休闲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旅游人才规划；统

筹安排、使用各类旅游发展资金；参与旅游业的社会投资和外

资引进工作。 

    3、负责旅游业的综合协调和推进工作；负责监测全市旅

游经济运行情况；收集分析国内外旅游市场动态信息，负责全

市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工作；负责旅游安全的综合协调和

监督管理，指导旅游应急救援工作。 

      4、统筹协调全市旅游业的发展；协调推进旅游国际化工

作；协调推进旅游业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综合协调城市各类旅

游资源的整合、优化配置与规划指导；负责全市旅游信息化建

设工作，强化城市旅游综合服务功能。 

      5、负责全市旅游资源普查、开发和保护工作；指导全市

重点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引导

休闲度假；指导假日旅游、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指导、

协调特色潜力行业整合转化为旅游产品。 

      6、负责全市国内外旅游市场的开发；负责全市旅游整体

形象的宣传推广；参与协调全市旅游节庆和重大会展工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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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推动会议与奖励旅游发展；参与组织、协调外来大型旅游

促销及展览活动；组织指导重要旅游产品的开发工作；负责旅

游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7、负责全市旅游行业管理；组织制定和实施行业管理标

准、规范；指导旅游行业行政执法工作；指导全市旅游行业的

精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 

     8、监督管理旅游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受理旅游投诉，

维护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企业、从

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 

    9、指导全市旅游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全市旅游行业岗位

资格考试认证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实施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职

业资格标准和职业等级标准工作。 

    10、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共有 5家预算单位，其中行政单位 1家，事业单位

4 家，具体为：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

理所、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杭州市旅游特色潜力行业发展中心。 

     二、部门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详见表 1-5） 

    1. 收入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部门收入预算总计 15847.3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29.44 万元，增长 0.82%，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增加及职务变

动和缴费比例分配的调整。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5847.30万元，专户资金收入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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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 支出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部门支出预算总计 15847.3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06.20万元，增长 0.67%，主要原因是行政运行经费支出增加。 

按支出功能分类：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11632.73

万元，教育支出（类）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408.78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类）115.7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

3690.00万元。 

按支出用途分类：基本支出 4071.30 万元，项目支出

11776.0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0万元，事业单位上缴上级支出 0万元，其他支出

0 万元。 

    年末结余分配 0 万元，年末结转下年 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详见表 6-8）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 15847.30 万元。比上年执行

数增加 106.20万元，增长 0.67%，主要原因是一般公共财政拨

款收入增加。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5847.30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 15847.3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加 106.20万元，增长 0.67%，主要原因是行政运行经费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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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按支出功能分类：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11632.73

万元，教育支出（类）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408.7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类）115.7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

3690.00万元；年末结余分配 0万元，年末结转下年 0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5847.30 万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

加 106.20万元，增长 0.67%，主要原因是行政运行经费支出增

加。其中：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运

行（文化和旅游）（项）预算为 2679.97万元，主要用于委机

关及下属执法（参公）单位人员工资及日常运转、开展专项工

作任务、办公设备购置等的支出。2018年执行数为 0 万元，主

要原因是根据机构改革新设该科目，2019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

目列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项）预算为 1622.00 万元，主要

用于旅游休闲人才建设、旅游经济实验室、杭州旅游统计分析、

十大特色潜力行业经费等支出。2018 年执行数为 0 万元，主要

原因是根据机构改革新设该科目，2019 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目

列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和

旅游市场管理（项）预算为 90.00 万元，主要用于旅游目的地

市场秩序监管专项工作经费。2018 年执行数为 0万元，主要原

因是根据机构改革新设该科目，2019 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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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旅游宣

传（项）预算为 5322.05万元，主要用于旅游市场营销、宣传

和推广方面的支出。2018 年执行数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

机构改革新设该科目，2019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目列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旅游行

业业务管理（项）预算为 1051.95 万元，主要用于旅游行业标

准化体系建设、旅游行业培训经费、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经费等

方面的支出。2018 年执行数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机构改

革新设该科目，2019 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目列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

化和旅游支出（项）预算为 866.76 万元，主要用于直属事业

单位人员工资及日常运转、开展专项工作任务、办公设备购置

等的支出。2018年执行数为 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机构改革

新设该科目，2019 年起相关支出从本科目列支。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

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预算为 100.04 万元，主要用

于委机关人员离退休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27.50万

元，下降 21.56%，主要原因是 2018 年有开支抚恤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为 220.53万元，

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方面的支出。比

上年执行数增加 5.27万元，增长 2.45%，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

增加及职务调整工资变动而提高养老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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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预算为 88.21 万元，主要

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职业年金缴费方面的支出。比上年执行

数增加 2.11 万元，增长 2.45%，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增加及职

务调整工资变动而提高职业年金缴费。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

疗（项）支出预算为 39.92万元，主要用于委机关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减少 0.50万元，下降 1.23%，主要

原因是缴费比例分配的调整。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预算为 15.22万元，主要用于委属各事业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支出。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0.85 万元，增长 5.93%，

主要原因是缴费比例分配的调整。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

补助（项）预算为 60.65 万元，主要用于委属各事业单位（包

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支出。比上年

执行数减少 0.96万元，下降 1.56%，主要原因是缴费比例分配

的调整。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其

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项）预算为 3690 万元，主要用于现代

服务业-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261.73 万元，

增长 7.63%，主要原因是增加了旅游国际化推广专项资金补助

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0 万元。上年执行数为 0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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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合

计 4071.30万元，其中： 

1．工资福利支出 3189.1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

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缴费等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743.6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等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4.64 万元，主要包括离休

费、退休费、医疗费补助等支出。 

4. 其他资本性支出 23.90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设备购置

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详见表 10）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数合计 264.8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4.62%。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公出国（境）经费增加。其

中： 

1. 因公出国（境）经费 2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62%。

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进行海外促销、参展等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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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预计因公出国（境）

批次、人数增加。 

2. 公务接待费 23.8 万元，比上年下降 13.45%。主要用于

接待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等支

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预计接待任务减少。 

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与上年下降 100%，下

降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车改，不再保留公务用车。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支出 0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用）；主要用于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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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购置的 0 辆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 万元，主要用

于按规定保留的 0 辆公务用车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等支出。 

三、预算绩效情况 

1．总体情况。2019 年，本部门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实

现绩效目标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资金 11776万

元。 

2．重点项目情况。 

（1）杭州旅游统计分析经费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领导要求准备编制

《2018 年杭州旅游概览》。2.旅游行业数据调查收集上报.包括

宾馆、旅行社、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单位等。3.2019 年我市国

内旅游者抽样调查全年预计安排 6 次，“春节”、“十一”两

个黄金周各进行一次；每季度即 2 月、5 月、8 月、11 月各进

行一次。 

立项依据：根据国家旅游局及浙江省统计局和旅游局联合

下发的《旅游统计调查制度》具体规定和要求，开展旅游抽样

调查、行业数据统计、概览编印及旅游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等工

作。 

预算安排：旅游概览委托业务费 10 万元。包括设计制作

费、出片打样、纸张费、印刷费、胶装费、翻译费、照片资料

费等。 2.数据统计调查：1800 家*12 个月*44 元，合计为 80

万元。 3.旅游经济运行监测：全域旅游统计调查 20 万元，升

级维护旅游统计上报网站 10 万元，合计为 30 万元。 合计 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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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项目名称 杭州旅游统计分析经费 

项目资金 120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时效）    

编印数量 2200 本 旅游概览 

成果应用 
省文化和旅游厅引用数

据建设成果 
 

数据统计调查完成进度 12月前完成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为旅游产业增加值核算提供基

础数据 
有所推动 

旅游消费结构调查，通

过对特定行业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调查，推算特

定行业产出中的旅游消

费比例 

把握国内、入境旅游市场动态

和需求变化提供可靠依据 

有效推动  

 

为研究杭州国内、入境

游客的结构、目的、停

留时间以及游览情况 

（2）杭州旅游经济实验室数据采集、挖掘和服务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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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围绕 1 个中心、3 个支撑体系和 3 大应用

服务平台，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手段为

主导，全面建设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杭州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平台，

推动利用大数据来完善政府管理、改善旅游企业运营、帮助游

客消费决策。 

立项依据：1.根据中心三定方案职能。2.随着旅游产业融

合的细化和深入，市场机制在旅游发展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不断强化，旅游行业管理已从微观监管转向中观引导。在政

策规划、法律规范、数据信息和行政干预等可选的职能工具中，

数据是政府部门用于产业引导和公共服务的基本依据。目前，

北京、成都、苏州等重点旅游城市已与中国旅游研究院合作建

设地方旅游经济实验室，开展旅游经济数据监测预警、分析应

用及产业创新研究，通过数据转化推进旅游综合改革，强化产

业促进职能。 

预算安排：2019年杭州旅游经济实验室项目总预算为 785

万元，包括 12个子项目：（1）去哪儿数据采集 40万元，其中：

API 接口开发：5 万元，基础数据采集：30 万元，数据算法开

发、清洗加工：5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40 万元，合计

80 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2）美团数据采集 40 万元，其

中：API 接口开发：5 万元，基础数据采集：30 万元，数据算

法开发、清洗加工：5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40 万元，

合计 80万元在 2019 年完成招投标。（3）景区门票数据采集 30

万元，其中：API接口开发：5万元，基础数据采集：20 万元，

数据算法开发、清洗加工：5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30

万元，合计 60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4）境内游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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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80万元，其中：区域人流数据采集 20万元，酒店接待过

夜游客数据采集 30 万元，一日游游客数据数据采集 20 万元，

杭州市民（常住人口）离杭出行数据采集 10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80万元，合计 160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5）

境外游客数据采集 60 万元；其中区域人流数据采集 20 万元，

酒店接待过夜游客数据采集 25 万元，一日游游客数据数据采

集 15 万元。拟用 2020年虚拟指标 60 万元，合计 120 万在 2019

年完成招投标。（6）境内航空数据采集 35万元，其中：API 接

口开发：5 万元，基础数据采集：25万元，数据算法开发、清

洗加工：5万元。拟用 2020年虚拟指标 35万元，合计 70 万元

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7）境外航空数据采集 40万元，其中：

API 接口开发：5万元，基础数据采集：30 万，数据算法开发、

清洗加工：5 万元。拟用 2020年虚拟指标 40万元，合计 80万

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8）刷卡消费数据采集 45 万元，其

中：行业交易数据采集 20万元，商圈交易数据采集  20 万元，

重点客源市场研究数据采集 5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45

万元，合计 90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9）行后舆情数据

采集 60万元，其中：总体规划及平台搭建 10 万元，旅游舆情

模型设计、ETL开发、算法开发 10万元，酒店及景点网评分模

型设计、ETL 开发、算法开发 20 万元，价格分析模型设计、ETL

开发、算法开发 20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60 万元，合

计 120万元在 2019 年完成招投标。（10）旅游抽样调查数据采

集 80 万元，主要用于印刷费、被调查者小纪念品、劳务费录

入及现场调查人员劳务费等。拟用 2020 年虚拟指标 80 万元，

合计 160 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11）阿里云平台存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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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云服务器 ECS6 万元，关系型数据库 RDS8 万元，

云盾安骑士 6 万元，云管家服务 5 万元。拟用 2020 年虚拟指

标 25 万元，合计 50 万元在 2019 年完成招投标。（12）杭州游

客综合动态数据分析、挖掘及共享应用 250万元，其中：杭州

游客综合动态数据监测挖掘 160万元，实验室数据分析及报告

发布 40万元，“杭州数据在线”小程序智能服务、数据盛典以

及其他数据共享应用 50万元。拟用 2020年虚拟指标 250万元，

合计 500 万元在 2019年完成招投标。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项目名称 
杭州旅游经济实验室数据采集、挖掘和服

务经费 

项目资金 785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时效）    

数据源个数 大于等于 6 个 
覆盖游客在行前、行中、行后与

外界的各类信息交互数据，  

数据建设成果曝光率 
大于等于 50

次 

每年实验室数据建设成果获传统

媒体和新媒体报道和转发的次数  

数据更新频率 

实时数据十分

钟粒度更新；

历史数据日粒

度更新 

据源以 API 接口形式提供数据

的更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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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项目投入资金 
小于等于 70

万 

2 个项目拟投入资金 785 万，考

虑到实际招标金额小于预算金

额，预计单位项目投入资金 70

万左右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面向政府、企业的数据应用服

务次数 

大于等于 10

次 

针对政府决策支持不够科学的问

题，通过抽取和融合结果数据，

为政策引导、市场促销和客流监

控提供服务，促进旅游管理更加

规范化、科学化；通过数据共享

和交换，为涉旅企业的市场营销、

投资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旅游大数据报告发布次数 大于等于 7 次 

对实验室数据进行系统挖掘，在

小长假（元旦、清明、五一、端

午、中秋）、黄金周（国庆、春

节）前后发布杭州旅游预测报告

或数据报告  

 

（3）网站信息采集专项业务费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1、与全市各区县市相关的旅游企业、新

媒体公司等签订信息采集协议，委托专业公司进行大杭州旅游

相关信息采集、上报和更新；2、召开杭州旅游网信息采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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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会议；3、支付杭州旅游咨询热线 96123 码号资源费，为广

大来杭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立项依据：根据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成立的批复文件

《关于同意建立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的批复》（杭编

[2006]164 号），中心主要负责旅游信息系统的建设、开发、利

用及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同时根据《关于同意杭州旅游在线

平台项目建议书的复函》（杭发改函[2008]231 号），“需要理

顺旅游相关数据的收集、交换、共享流程”的内容，为“杭州

旅游在线平台”提供基础数据库支持，需要建立一个涵盖面非

常广的基础旅游信息数据库，采集包括“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六要素相关数据，为杭州旅游网、旅游政务网和其

他旅游信息化项目实现信息保证。 

预算安排：网站信息采集费总额 16.2 万元，主要由三部分

组成：１、全市旅游相关信息采集，约需 10 万元采集经费；

２、96123 码号资源费一季度 0.6 万元，全年合计 2.4 万元；３、

杭州旅游网信息采集专项会议，预计 95人参加，合计 3.8万元。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项目名称 网站信息采集专项业务费 

项目资金 16.2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时效）    

信息采集数量 年信息采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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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1600 条 

信息采集质量 
信息正确率不

低于 99% 
 

信息采集及时率 实时采集信息  

   

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提升杭州旅游形象 有所提升 
为来杭游客提供全面及时有效的

旅游信息 

提升杭州旅游环境 有所提升 
通过完善旅游信息服务，创造良

好旅游环境 

（4）旅游目的地市场秩序监管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项目基本情况：租用集中整治用房，租用车辆、租用华数

监控探头、专用网络用于目的地市场秩序监管检查，制作宣传

短片等宣传资料、与媒体合作，作好旅游目的地市场秩序监管

及维权宣传；开展各种形式的访查活动，加强对旅游企业的监

管；委托市旅调会，对部分旅游纠纷开展人民调解；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旅行社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提高旅行社经营的法律意

识维护西湖景区及周边区域旅游秩序。 

立项依据：交通局、市物价局、市工商局等市旅游目的地

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开展旅游环境秩序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的

执法监管，主要是对旅行社、宾馆饭店、景区景点等涉旅企业，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加强监管，查处涉旅企业的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旅游市场秩序；处理各类涉旅投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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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调解游客、市民因服务质量问题与涉旅企业产生的民事纠

纷，并开展对游客市民的维权宣传引导和对旅游企业规范经营

的服务指导宣传。 

预算安排：本项目总费用 90 万元，其中：1.委托业务费

31.1 万元。与媒体合作及维权资料制作 8.1 万元、委托市旅调

委开展纠纷调解 10 万元（合同金额 12 万元，剩余 2 万元将在

2020 年预算中安排）、委托开展旅行社法律法规知识竞赛 13

万元。2.租赁费 41.4万元。用于集中整治办公用房 16.2万元、

路面的监控探头 18 万元、对讲机网络使用 7.2 万元。3.公务

用车 8万元。4.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5 万元，为委托开展市

民暗访团为旅行社服务质量访查（长线暗访）暗访活动。 

2019 年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项目名称 旅游目的地市场秩序监管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 90 单位:万元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目标值设定说明 

一、产出目标（数量、质量、时效）    

开展旅游目的地常态化整治 
全年组织开展联合执法

不少于 80 次 
 

处理违规合规率 98%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定性准确、处

罚适当、程序合法。 

及时处理旅游投诉 旅游投诉处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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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与效果目标（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和满意度等） 

  

加强对游客市民维权宣传、引

导 
有所加强  

向游客发放《旅游维

权宣传手册》等 

加强对西湖景区及周边区域旅

游环境集中整治 
有所提升 

开展春、秋旅游旺季

集中整治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2019年本部门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一家行政单位以及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杭州市旅游执

法支队）一家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617.09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 106.11 万元，增长 20.77%，

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增加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增加。 

2.政府采购情况。2019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323.6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2.10 万元、政府采

购工程预算 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301.50万元。 

3.国有资产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

公务用车 0辆。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公务用车 0 辆，安排

购置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的通用或专用设备 0台（套）。 

五、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当年财政专户核拨的资金，主要指部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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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上缴财政专户的各类政府非税收入。 

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不含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

的收入。 

其他收入：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专户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

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和上年结转等不足以

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

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需求补以后年度收

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基本支出：是部门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部门为完成其特定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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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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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其他支出：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 

因公出国（境）费：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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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接待费：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费：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的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以及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

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

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其他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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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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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表 1.  2019 年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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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科目） 

表 3.  2019 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单位） 

表 4.  2019 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科目） 

表 5.  2019 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单位） 

表 6.  2019 年市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7.  2019 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8.  2019 年市级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9.  2019 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 10.  2019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表1： 2019年市级部门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按支出功能分）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财政拨款收入 15,847.3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632.7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5,847.3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8.78

      政府性基金预算  卫生健康支出 115.79

专户资金收入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事业收入（不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15,847.30 本年支出合计 15,847.30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上年结转  结转下年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  

      其他基金        其他基金  

收入总计 15,847.30 支出总计 15,847.30



表2： 2019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科目）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收入（不
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合计 15,847.30 15,847.30 15,847.3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632.73 11,632.73 11,632.73          

    文化和旅游 11,632.73 11,632.73 11,632.73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2,679.97 2,679.97 2,679.9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1,622.00 1,622.00 1,622.00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90.00 90.00 90.00          

        旅游宣传 5,322.05 5,322.05 5,322.05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1,051.95 1,051.95 1,051.95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866.76 866.76 866.7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8.78 408.78 408.7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08.78 408.78 408.78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0.04 100.04 100.0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0.53 220.53 220.5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8.21 88.21 88.21          

卫生健康支出 115.79 115.79 115.79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79 115.79 115.79          

        行政单位医疗 39.92 39.92 39.92          

        事业单位医疗 15.22 15.22 15.22          

        公务员医疗补助 60.65 60.65 60.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3,690.00          



表3： 2019年市级部门收入预算总表（分单位）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专户资金收入
事业收入（不
含专户资金）

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上年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合计 15,847.30 15,847.30 15,847.30          

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13,727.95 13,727.95 13,727.95          

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931.21 931.21 931.21          

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市商务
会展旅游促进中心）

511.15 511.15 511.15          

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388.78 388.78 388.78          

杭州市旅游特色潜力行业发展中心（杭
州旅游经济实验室）

288.21 288.21 288.21          



表4： 2019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科目）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

支出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

上级支出
结余分配 结转下年

合计 15,847.30 4,071.30 11,776.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632.73 3,546.73 8,086.00      

    文化和旅游 11,632.73 3,546.73 8,086.00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2,679.97 2,679.9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1,622.00  1,622.00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90.00  90.00      

        旅游宣传 5,322.05  5,322.05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1,051.95  1,051.95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866.76 866.7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8.78 408.7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08.78 408.78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0.04 100.0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0.53 220.5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8.21 88.21       

卫生健康支出 115.79 115.79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79 115.79       

        行政单位医疗 39.92 39.92       

        事业单位医疗 15.22 15.22       

        公务员医疗补助 60.65 60.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表5： 2019年市级部门支出预算总表（分单位）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单位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事业单位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上缴上

级支出
结余分配 结转下年

合计 15,847.30 4,071.30 11,776.00      

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13,727.95 2,246.15 11,481.80      

杭州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931.21 841.21 90.00      

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
市商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

511.15 368.15 143.00      

杭州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388.78 347.58 41.20      

杭州市旅游特色潜力行业发展中
心（杭州旅游经济实验室）

288.21 268.21 20.00      



表6： 2019年市级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按支出功能分）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15,847.30 一、本年支出合计 15,847.3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5,847.3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632.73

      政府性基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8.78

  卫生健康支出 115.79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  

收入总计 15,847.30 支出总计 15,847.30



表7：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合计 15,847.30 4,071.30 11,776.0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1,632.73 3,546.73 8,086.00  

    文化和旅游 11,632.73 3,546.73 8,086.00  

        行政运行（文化和旅游） 2,679.97 2,679.97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文化和旅游） 1,622.00  1,622.00  

        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 90.00  90.00  

        旅游宣传 5,322.05  5,322.05  

        旅游行业业务管理 1,051.95  1,051.95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866.76 866.7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8.78 408.78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08.78 408.78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0.04 100.0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0.53 220.53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88.21 88.21   

卫生健康支出 115.79 115.79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5.79 115.79   

        行政单位医疗 39.92 39.92   

        事业单位医疗 15.22 15.22   

        公务员医疗补助 60.65 60.6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690.00  3,690.00  



表8： 2019年市级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说明：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没有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表9：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金      额

合计 4,071.30

工资福利支出 3,189.10

    基本工资 431.20

    津贴补贴 627.60

    奖金 202.20

    绩效工资 312.33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20.53

    职业年金缴费 88.2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5.14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60.65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6.34

    住房公积金 249.99

    医疗费 33.71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81.20

商品和服务支出 743.66

    办公费 59.15

    印刷费 20.37

    咨询费 0.10

    手续费 0.10

    水费 3.50

    电费 33.86

    邮电费 26.00

    物业管理费 21.05

    差旅费 73.00

    因公出国（境）费用 26.00

    维修（护）费 13.47

    会议费 46.50

    培训费 35.00



表9： 2019年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金      额

    公务接待费 23.80

    劳务费 2.70

    委托业务费 21.00

    工会经费 46.71

    福利费 127.91

    其他交通费用 133.0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3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4.64

    离休费 43.34

    退休费 45.08

    医疗费 11.02

    奖励金 1.20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4.00

其他资本性支出 23.90

    办公设备购置（资本） 23.90



表10： 2019年市级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表

部门名称：原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合计 264.80 264.80

因公出国（境）费用 241.00 241.00

公务接待费 23.80 23.8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