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渭南市临渭区广播电视局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临渭区广播电视局属正科级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数为 2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

编制 5 人；目前实有人员 6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6 人。多年

来我局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

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旋律，

促进我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实施我区广播电视规划和年

度计划为主要职能。加强对境内各类广播电视台的管理，制止广播

电视系统外非法办台和非法传输广播电视节目；加强卫星广播电视

地面接收设施及境外电视节目广告管理。按照《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打击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制止私拉乱接和非法建网，对广播电视市

场进行管理。搞好“村村通”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确保“村村通”

正常运转。协调好渭南电视台临渭记者站积极报道我区重要新闻和

各条战线上的人和事，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做好服务。

本部门现有内设机构 3 个，分别为办公室、财务股、业务股。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扎实开展两学一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成立“两学一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支部

书记任组长，其他支委为成员。为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

织保障。二是继续强化政治理论及业务学习，通过春训、“三会一

课”、1 号党员活动日、民主生活会、每周全干会等日常教育途径，



采取集中学习、自学、撰写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组织

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等，全体机关干部每人制定了个人自学计划，记写学

习笔记 10000 字以上，撰写学习心得体会 2 篇。支部书记每季度为

大家讲授 1 次党课。实行了党员实绩公示，设立了党员示范岗，充

分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日常管理

制度，对各种规章制度进行查漏补缺、修订完善，及时废除一些不

科学、不全面的旧制度，完善了《卫生管理制度》、《机关学习制度》、

《考勤考核制度》、《请销假制度》等制度，为推动全局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强化监督检查，采取随机检查、定期与

不定期、明查与暗访等方式，每月对局机关各股室的考勤、请假、

工作纪律等情况进行检查不少于 3 次，全面掌握干部职工在岗、在

位、在状态等工作纪律执行情况，并及时提醒各种不规范行为。同

时，强化检查台账管理和结果应用，将检查结果记录在册，作为绩

效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并对出现问题的股室和个人，给予

诫勉教育或通报批评，并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整改。五是通过定期开

展民主生活会，积极促进各级领导之间，领导与干部之间交心谈心

活动长期深入开展，使局领导及时了解和掌握了干部的想法和困

难，并在职责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做好对干部的关爱工作，激发了

干部的工作热情，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多措并举，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是周密组织，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坚持每月召开班子会，

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每周扶贫日组织干部深入苌坡村，

开展“结对”帮扶，解决具体问题和困难。派驻政治过硬、责任心

强、作风务实的干部任苌坡村第一书记，坚持驻村干部当代表、单

位作后盾，协助村上扎实做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工作，

认真做好入户宣讲、档卡规范、梳理脱贫轨迹等工作，积极做好资

金争取、项目引荐、资源对接等工作。同时，充分保障驻村扶贫干

部工作和生活，落实驻村干部各项待遇，局领导定期看望驻村干部

并深入交流，促进驻村干部安心工作、真心扶贫。二是找准切入点，

实施产业带动脱贫。通过土地流转、种植养殖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等

形式带动脱贫。苌坡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托管南、北坡自然组核桃

400 余亩，免费提供架接、修剪，提供预防病虫害，免费喷洒农药

两次，合计费用 5 万余元。提供核桃专用肥 28 吨。流转土地 102

亩，栽植了茶菊。三是改善环境，强化支撑“换穷貌”。筹措 1.2

万元，为苌坡村购买垃圾箱 30 个，购买垃圾车 10 辆，有效解决了

苌坡村垃圾清运难的问题。同时，坚持每周四在苌坡村开展美丽乡

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帮助和引导贫困户打扫卫生，整治村容村貌。

帮助开办了爱心超市，为每次参加村集体活动的贫困户建立积分，

凭积分在爱心超市领取生活所需品。四是按照“八个一批”政策，

分类施策。引导 48 户贫困户家庭顺利搬迁至城区向阳小区、11 户

贫困户顺利搬迁到闫村镇双创社区。通过个人申请，两公示一公开

等程序，2018 年为 8 户贫困户家庭申请办理小额信贷 38 万元，为



4 户贫困户争取危房改造，在“两小覆盖”项目实施中为 10 户贫

困户改善了人居环境，为 7 户贫困户每户送羊 2 只。帮助所有贫困

户家庭在校子女落实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贫困人口综合医疗

保障制度有效落实，贫困人口患慢性病患者都能享受医疗保障救

助，使他们能轻装上阵尽快脱贫。

三、强力推动广电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补

齐农村发展短板。今年我局积极与上级部门和区政府、区脱贫办对

接争取资金支持，全力推进广电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一

是为全区 11722 户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有线电视基本

服务，目前电信和广电网络已安装网络电视 9000 余户，剩余用户

预计 12 月 10 日全部完成安装。二是全力提升数字 IP 应急广播“村

村响”覆盖面，8 月我局完成了故市镇 IP 应急广播“村村响”续

建项目，共安装村级广播播控终端 21 个，安装广播终端 168 组，

实现了故市镇应急广播全覆盖。10 月又先后签订了三张镇应急广

播建设合同和桥南镇、阎村镇、丰原镇、崇宁镇等镇辖区内 38 个

村的应急广播建设合同，计划共安装村级广播播控终端 38 个，安

装广播终端 472 组，目前三张镇应急广播建设已接近尾声，剩余工

程建设预计 12 月底完成。三是持续做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户户

通”的日常维护工作，今年以来全区共上门调试户户通设备 897 台，

更换卫星锅高频头 356 个，更换遥控器 268 只，维修机顶盒 642 台，

更换内置高频头 467 个、定位模块 108 块、定位天线 114 只。四是



加大广播设备投资。2018 年 8 月，为中心机房增添服务器、交换

机等设备，视频拍摄设备一套及相应配件共计四万元；五是加强文

化宣传工作。今年以来，我局录制了音频宣传扶贫政策，打造空中

宣传阵地，播放达两万余次。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渭南市临渭区广播电视局设行政单位 0 个；事业单位 1 个，其

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1 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 0 个、经费

自理事业单位 0 个。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二级决算单位共有 1

个，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渭南市临渭区广播电视局 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数为 5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5 人；目前实有人员 6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6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 0 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2018 年当年购置车辆 0 辆；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二、2018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表

1、2018 年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2、2018 年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3、2018 年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4、2018 年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2018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

能分类科目）。

6、2018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经

济分类科目）。

7、2018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

功能分类科目）。

8、2018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表（按

经济分类科目）。

9、2018 年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10、2018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表。

11、2018 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表。

12、2018 年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

议费、培训费支出表。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收入 244.20 万元，较上年增长 38.13%，其主要原因是

业务量加大；支出 244.20 万元，较上年增长率为 51.24%，其主要

原因是业务量加大。

1、收入总计 244.20 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28.88 万元，为区级财政当

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与上年对比的增长率为 29.47%，

其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加大。

（2）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本部门无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

政府性基金，与上年对比的增长率为 0%，无变化原因为上年本部

门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0 万元。

（3）事业收入 0 万元，本部门无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对比的增增长率为 0%，无变化原

因为上年本部门事业收入为 0 万元。

（4）经营收入 0 万元，本部门无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对比

的增长率为 0%，无变化原因为上年本部门经营收入为 0 万元。

（5）其他收入 0 万元，本部门无除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各项

收入。与上年对比的增长率为 0%，无变化原因为上年本部门其他

收入为 0 万元。

（6）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 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事业收入”、“经

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能保证其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7）上年结转和结余 15.32 万元,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结转



到本年仍按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2、支出总计 244.20 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214.20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较上年增加 34.02%，增加原

因为业务量加大。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55.83 万元，与上年对比

增加 46.38%，增加原因为人员有变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79 万元，与上年对比减少 92.34%，减少原因是移交社保。商品

和服务支出 155.58 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82.58%，增加原因为业

务量加大。

（2）项目支出 30 万元，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

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行政事业类项目

30 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 1734.86%，增加原因为项目数增加。

（3）经营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在活动及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

化，无增减变化原因为本部门上年度无经营支出，支出为 0 万元。

（4）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用非

财政预算资金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无

增减变化原因为本部门上年度无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支出为 0 万

元。

（5）结余分配 0 万元，主要所属事业单位按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提取的事业基金，本部门无事业基金，与上年对比无增减变化，

无增减变化原因为本部门上年度无事业基金支出，支出为 0 万元。



（6）年末结转和结余 15.32 万元,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

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228.88 万元，较上年增长 29.47%，其

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加大；支出 244.2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4.20

万元，项目支出 30 万元，较上年总体增长率为 51.24%，其主要原

因是业务量加大；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91.58 万元。较上年增长 59.92%，

增长原因是业务量加大，其中：文化支出 128.86 万元；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支出 62.72 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81 万元，较上年减少 53.86%，

减少原因是离退休移交社保，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支出 6.53 万元；其他就业补助支出 10.28 万元。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74 万元，较上年增加 11.38%，

增加原因是人员有变化，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2.74 万元。

（4）住房保障支出 3.07 万元，较上年增加增加 10.83%，原因

是人员有变化，其中住房公积金支出 3.07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1）人员经费 58.62 万元。总体较去年同比下降 21.44%，主

要原因是人员有变化。其中：基本工资支出 20.44 万元；津贴补贴

支出 12.6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6.53 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2.74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支出

0.08 万元；住房公积金支出 3.07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0.2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79 万元。

（2）公用经费 155.58 万元。总体较去年同比增长 82.58%，

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加大。其中：办公费支出 1.95 万元；印刷费支

出 2.00 万元；手续费支出 0.77 万元；邮电费支出 0.29 万元；物

业管理费支出 0.40 万元；差旅费支出 1.00 万元；维修（护）费支

出 58.48 万元；专用材料费支出 80.96 万元；劳务费支出 2.00 万

元；工会经费支出 0.69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支出 6.65 万元；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0.39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四）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五）2018 年部门决算项目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项目支出 30 万元，其中：行政事业类项目支出

3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734.86%，其主要原因是项目数增加；基本

建设类项目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无增减变化原因是本部

门本年度无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

（六）2018 年部门决算政府采购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71.42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 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 0%。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类支出 71.4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0%，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度无

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无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政府采购工程类

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长 0%，其主要原因是近两年无政府采购工

程类支出。

（七）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0%，其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压缩开支，本年度

无三公经费支出，较预算增长 0%，其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压缩开支；

其中，因公出国（境）团组共 0 批，0 人次，支出 0 万元，较上年

增长 0%，其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上年度无因公出国（境）；保有车

辆 0 台，购置车辆 0 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00%，其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本年度压缩开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今年无支出；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支出 0 万元，较上

年减少 100%，其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本年度压缩开支，公务接待费

用 0 万元，今年无支出。

（1）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度因公出国实际支出 0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率为 0%，

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无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支出 0 万元；因公

出国境团组共 0 批，0 人次，团组批次和人数分别较上年增长率为

0%，无增减变化原因是本部门上年度无因公出国（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度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2018 年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支出 0 万元，较去年同比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本年

度压缩开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今年无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公务接待 0 批次，0 人次，支出 0 万元，较去年同比

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本年度压缩开支，公务接待费 0 万

元，无支出。

2、培训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培训费支出 0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率为 0%，主要

原因是本部门培训费 0 万元，无支出。

3、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会议费支出 0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率为 0%，主要

原因是本部门会议费 0 万元，无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55.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2.58%，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加大，其中：办公费支出 1.95 万元；

印刷费支出 2.00 万元；手续费支出 0.77 万元；邮电费支出 0.29

万元；物业管理费支出 0.40 万元；差旅费支出 1.00 万元；维修（护）

费支出 58.48 万元；专用材料费支出 80.96 万元；劳务费支出 2.00

万元；工会经费支出 0.69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支出 6.65 万元；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39 万元。

四、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8 年度未开展专项业务、部门整体支出、专项支出

绩效自评。

五、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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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5、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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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行政运行：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的基本支出。

8、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