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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江西广播电视台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江西广播电视台系省委、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事业单位。江西

广播电视台集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新媒体等多种业态于一体，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把丰富的知识和多彩的文艺节目传送给电视观众，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通过导向正确的节目播出，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向全

国乃至世界介绍江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新成果、新举措、

新面貌，从而增进国内外对江西的了解，为宣传江西、扩大江西

的影响、树立江西新形象发挥积极的舆论宣传作用。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本套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10 个，包括：江西广

播电视台和 9 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10 个单位中含 8 个财政补

助事业单位和 2 个经费自理事业单位。其中，江西省有线电视节

目供片总站从 2011 年开始已没有收入与支出。

http://jx.110.com
http://www.110.com/ask/browse-c72.html
http://jx.110.com
http://jx.110.com
http://jx.110.com
http://jx.110.com
http://jx.11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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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台 2016 年末在职人员编制人数 1725 人，其中全部补助事

业编制 838 人，自收自支编制 887 人；年末实有人数 2087 人。

在职人员实有人数 965 人，其中包括全部补助事业 686 人，自收

自支 279 人；其他人员 727 人；离休人员 9 人；退休人员 386 人。

第二部分 2016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收入总计 111612.91 万元，其中用事业基金

弥补收支差额 52.67 万元，较上年上升 88.17%；上年结转和结

余 12730.01 万元，较上年上升 18.47%；本年收入合计 98830.23

万元，较上年下降 10.31%。

本年收入的具体构成为：财政拨款收入 98830.23 万元，占

收入总额的 10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支出总计 111612.91 万元，其中本年支出

99556.34 万元，较上年下降 7.69%，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降低；

年末结转和结余 12056.57 万元，较上年下降 5.29%，主要原因

是：本级有 3645 万元“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支出”尚未拨

付给下属单位使用。

本年支出的具体构成为：基本支出 38387.86 万元，占

38.56%；项目支出 61168.48 万元，占 61.44%；事业单位经营支

出 0 万元，占 0%；其他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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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0 万元，占 0%。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支出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82778.42 万元，决算数为 111389.7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0.94%，主要原因是：广告经营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按功能分类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年初预算数 14.65 万

元，决算数为 23.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9.04%;教育支出年

初预算数 9 万元，决算数为 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3.33%;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年初预算数 182049.31 万元，决算数为

98838.7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4.2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年初预算数 470.4 万元，决算数为 470.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0%;节能环保支出年初预算数 30 万元，决算数为 0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0%;住房保障支出年初预算数 174.06 万元，决

算数为 164.2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4.36%.

按经济分类科目分：工资福利支出 29625.48 万元,较上年减

少2%，;商品和服务支出62203.29万元,较上年增长139.13%; 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484.69万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1190.21万元,

较上年下降 95.64%。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53.27 万

元，决算数为 138.54 万元，完成预算的 54.7%，决算数较上年

下降 17.69%。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0.00 万元，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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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4.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24.3%，决算数较上年下降 74.23%。

主要原因是本年该项支出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因公出国（境）

团组数 1 个，人次数 1 人。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73.55 万元，决算数为

25.03 万元，完成预算的 34.03%，决算数较上年下降 1.65%。主

要原因是我台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国内公务接待批次

83 个，接待人次数 2071 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 108.65 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决算数为 0万元，决算

数较上年增长 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159.72

万元，决算数为 108.65 万元，完成预算的 68.03%，决算数较上

年下降 12.37%。主要原因是我台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公务用车保有量 44 辆。

五、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我单位为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六、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998.38 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823.8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43.33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31.23 万元。在实施采购过程，按政策规定，

向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倾斜。

七、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6 年，我台按照省政府、省财政有关要求，继续较好的

完成了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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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台组

织对 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自评项目

5 个，共涉及资金 97833 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当年度预算金额

66.75%。绩效评价结果显示，上述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

基本达到了项目申请时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

二是绩效运行监控。选取了缴纳各项税费执行过程以及资金

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运行监控。通过绩效运行监控在项目执

行过程中跟踪预算资金下达和项目实施进展，及时掌握了项目的

动态，确保了绩效目标的实现。

本年度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抓好绩效目标编制，及时报送绩效

目标。二是探索绩效跟踪监控，要求加强过程监控，对已纳入我

台绩效目标管理范畴的项目支出，定期根据财政厅要求报送绩效

运行信息。三是深入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严格按照财政厅绩

效评价公共指标体系和我台个性化指标要求评价，在此基础上形

成自评报告。四是强化评价结果应用，组织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

监控，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反馈并要求改进，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

资金安排的衔接。五是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

组织会议进行部署，提高各级所属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第三部分 江西广播电视台 2016 年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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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服务（类）宣传事务（款）其他宣传事务（项）：指财

政厅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用于保障宣传工作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

宣传工作的基本支出。

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反映

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科学技术（类）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项）：

指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和近期可望取得实用价值的应用研究机构支出

和专项技术开发研究支出。

科学技术（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

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以上各项外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文化（款）其他文化支出（项）：指用于

除文化机构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图书馆、文化

展示及纪念机构、艺术表演场所、艺术表演团体、文化活动、群众

文化、文化交流与合、文化创作与保护、文化市场管理等以外的其

他文化方面的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款）广播（项）：指

国家和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发射台、广播转播台等机构日常运行管理

的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款）电视（项）：指

国家和地方电视台、电视发射台、电视转播台等机构日常运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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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款）其他新闻出版广

播影视（项）：指除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关服务、广播、电视、电影、

新闻通讯、出版发行、版权管理等以外的其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宣传文化

发展专项支出（项）：指反映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宣传文化单位发

展的专项支出。

文化体育与传媒（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款）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项）：指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用于提高文化产业整体实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的支出。

文化体育教育与传媒（类）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款）其他文化

体育与传媒（项）：指除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支出以外的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

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

退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节能环保支出（类）能源节约利用（款）能源节约利用（项）：

指反应能源节约而开支的各项支出。

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防汛（项）：指反映防汛业务支出。

有关事项包括防汛物资购置管护，防汛通信设施设备、网络系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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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设备运行维护、防汛值班、水情报讯、防汛指挥系统运行维护、水

毁维修以及防汛组织（如防汛预案编制、检查、演习、宣传、会议等），

汛期调用民工及劳动保护，水利设施灾后重建，退田还湖，蓄滞洪区

补偿、水情、雨晴、决策支持，防汛视频会商，应急度汛，山洪灾害

防治等。

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指国家为

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而给予的补贴资助，即将单位原有用于建房、购房

的资金转化为购房补贴支出。

2017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