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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延河》杂志社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属的事业单位，负责编

辑出版《延河》系列大型纯文学杂志月刊，是青年作家的摇篮，

宣传推广繁荣陕西文化和文学事业。

（二）内设机构。

《延河》杂志社包括编辑部、办公室、财务室。

二、决算单位：

《延河》杂志社是省作家协会机关所属的二级预算单位。

三、部门情况：

截止 2020 年底，《延河》杂志社核定人员编制 15 人，实

有人员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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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0 年度决算表

序号 内容
是否

空表
表格为空的理由

表 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 2 收入决算表 否

表 3 支出决算表 否

表 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否

表 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按功能分类科目）
否

表 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按经济分类科目）
否

表 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

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是

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培训费支出

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决算表
是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

表 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是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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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1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40.96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外交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国防支出

4.上级补助收入 4.公共安全支出

5.事业收入 23.35 5.教育支出

6.经营收入 6.科学技术支出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64.99

8.其他收入 0.68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64.99 本年支出合计 164.99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

收入总计 164.99 支出总计 164.99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

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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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算表

公开 02 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

营

收

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

收入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

名称
小计

其中：教育

收费

合计 164.99 140.96 23.35 0.68

207

文化旅

游体育

与传媒

支出

164.99 140.96 23.35 0.68

20701
文化和

旅游
164.99 140.96 23.35 0.68

2070199

其他文

化和旅

游

164.99 140.96 23.35 0.68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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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决算表

公开 03 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64.99 164.99

207
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支出
164.99 164.99

20701 文化和旅游 164.99 164.99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

游
164.99 164.99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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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4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1.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140.96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2.外交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
3.国防支出

4.公共安全支出

5.教育支出

6.科学技术支出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0.96 140.96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

10.节能环保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

12.农林水支出

13.交通运输支出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6.金融支出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3.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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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04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本年收入合计 140.96 本年支出合计 140.96 140.96

年初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

年末财政拨款

结转和结余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140.96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财政拨款

收入总计 140.96 支出总计 140.96 140.96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

结余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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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公开 05 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注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140.96 140.96 100.78 40.18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140.96 140.96 100.78 40.18

20701 文化和旅游 140.96 140.96 100.78 40.18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 140.96 140.96 100.78 40.18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

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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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公开06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备注经济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140.96 100.78 40.18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8.58 98.58

30101基本工资 26.17 26.17

30102津贴补贴 3.62 3.62

30104伙食补助 4.5 4.5

30105绩效工资 26.99 26.99

30106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
11.10 11.10

30107职业年金缴纳 4.55 4.55

30108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1.78 11.78

30112其他社会保障缴纳 0.10 0.10

30113住房公积金 9.77 9.77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0.18 40.18

30201办公费 6.96 6.96

30202印刷费 12.61 12.61

30204手续费 0.06 0.06

30207邮电费 2.97 2.97

30211差旅费 1.94 1.94

30226劳务费 15.02 15.02

30228工会经费 0.63 0.6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 2.2

30305 生活补助 2.2 2.2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

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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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7 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会议

费
培训费

小计
因公出国

（境）费用

公务

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1 2 3 4 5 6 7 8

预算数

决算数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的支出预决算情

况。其中，预算数为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算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

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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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08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结转

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

和结余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本表金额转换

为万元时，因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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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09表

编制部门：《延河》杂志社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本表金额转换为万元时，因四舍

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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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0 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收入总计 164.99 万元，2020 年总收入比 2019 年

减少 104.30 万元，减少 38.73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过紧日

子的要求，财政压减了经费。

2020 年支出总计 164.99 万元，总支出比 2019 年减少

104.30 万元，减少了 38.73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承办的文化活动减少。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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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收入合计 164.9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40.96

万元，占 85.45%；事业收入 23.35 万元，占 14.15%；其他收入

0.68 万元，占 0.4%。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支出合计164.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4.99万元，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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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40.96 万元 ，比上年减少了

103.39 万元，减少了 42.3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照过紧日子

的要求，财政压减了经费。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140.96 万元，比上年减少了

103.39 万元，减少了 42.3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照过紧日子

的要求，财政压减了经费。

单位：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 140.96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85.44%。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103.39 万元，减少

42.31%，主要原因是按照过紧日子的要求，财政压减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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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140.9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0.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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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预算为 140.9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0.96 万元，完成预算

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40.96万元，包括：

人员经费支出 100.78 万元和公用经费支出 40.18 万元。

人员经费 100.78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98.58 万元；津

贴补贴 26.17 万元；伙食补助费 4.5 万元；绩效工资 26.99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11.1万元；职业年金缴费4.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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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1.78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1万元；

住房公积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 万元。

公用经费 40.1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6.96 万元；印刷费

12.61 万元；手续费 0.06 万元；邮电费 2.97 万元；差旅费 1.94

万元；劳务费 15.02 万元；工会经费 0.63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

培训费支出，并已公开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0 年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为 15.90 万元，预算调整数

为 40.18 万元，支出决算 40.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决算

数与预算数持平。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0 年无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支出。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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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 2020 年预算年初目标值

140.96 万元，实际完成值 140.96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预算

编制准确率 100%；全年无项目支出。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单位 2020 年预算中无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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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本部门自评得分 99

分。部门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 140.96 万元，执行数 140.96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

本年度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1.对意识形态各项

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牢记刊物出版意识形态责任，坚守底线，

不越红线，坚持用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

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关注现实，传播正能量。第一，明确刊

物出版意识形态责任管理，严守导向红线。我们始终把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重

要任务，坚持正确的办刊原则，将严守导向红线作为工作的首要

任务来抓。认真学习省委宣传部“关于全省期刊出版管理工作会

议”精神，积极响应宣传部“关于学习贯彻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

定的通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落实到人。制度建设方面，

在细节上进一歩完善《三审三校制》和《岗位责任制》等各项规

章制度，确保分工明确、权责明晰；具体实施方面，将意识形态

管理贯穿到刊物三审制度之中，层层审核，层层把关，杜绝问题

稿的出现。第二，进一步发掘贴近生活、书写人民、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强调在特殊时期发挥好文学引领、升华的功

能与职责，让“延河”精神既有一贯的传承，又在不同时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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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学担当。2.坚持出精品、出人才，把留下经得起时间和艺

术考验的优秀作品作为编刊的最高追求，圆满完成了全年编辑出

版任务。坚持用优秀作品办刊、立刊是《延河》一贯的工作追求，

一直以来，我们坚守纯文学立场，严把作品质量关，力图做到传

统与先锋、名家与新人、地方格局与时代格局、文学与其它文化

艺术门类的多元共生；力图做到立足本土、面向全国，以大视野、

大格局办特色大刊；力求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大力扶持重点作家，

着力发现文学新人，密切关注创新、探索性创作，熔兼容并蓄与

鲜明风格为一炉。《延河》上下月半刊及相关特刊发表的作品既

保持了一贯弘扬主旋律、主题鲜明、突出名家大作的特色，也十

分注重作品多元化和挖掘新锐青年作家。2020 年共发表作品

1000 余篇（首），400 余万字，涉及作者千余人，被众多省级以

上重要期刊和国家级年度文选书系转选，转选率达到 30%以上，

为打造新时代良性文学氛围和生机盎然的陕西文学生态圈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3.敏锐跟踪时代进程，立足当下的文学语境和文

学现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创办一系列专刊专号，关注文学新

焦点，力推文学新势力。2020 年上半月刊新增 “出生地”栏目，

精选优秀作者，重新回到出生之地，用各具特色的文字梳理自己

的文化根脉与创作之源，解读时代变迁，推出富有深度的散文随

笔，回应文体和表达的时代之变。上半月刊第三期推出了“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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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用文学的方式助力抗疫战疫，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下半月于六期推出“90 后作家小说小辑”，七期推出“陕西青

年作家小说小辑”，为文学新势力提供脱颖而出的展示平台。另

外，上半月继续推出“儿童文学专号”，在连续几年的精心策划

和组织推广下，已经挖掘出一批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和陕西文学新

势力。4.发挥《延河》的品牌效力，举办线上网络性、全国性、

主题性重大活动，彰显《延河》在当下文学现场的引领性和先锋

性。在提升杂志融媒水平方面，我们做了如下努力：一是继续做

好《延河》微信公众号与“文学陕军”“西部青年网”“绿色文

学”等微信平台的对接工作，互通共享，借助“文学陕军新媒体

联盟”扩大《延河》的传播度和影响力。疫情发生后，《延河》

微信平台第一时间向全国征集抗疫作品，并精选优秀作品及时刊

载。二是继续在第一时间推送《延河》精选作品，推荐著名作家、

经典作品，在把《延河》微信公众号平台打造一个可供作者、读

者、编辑三者互动交流的平台的基础上，还切合社会热点及时推

送相应文章，为《延河》公众号注入活力。三是举办微信公众平

台“2019 年《延河》杂志最受读者欢迎奖”评选活动，截止目

前关注人数达到 30 多万人次，总互动量 50 多万人次，总阅读量

170 多万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5.强化使命担当，以

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助推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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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高质量收官。以扶智扶志为切入点，《延河》杂志社组织党

员对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染沟村贫困户捐款捐物，动员全体干部

购买该村贫困农特产品，积极参与消费扶贫；为紫阳县毛坝镇中

心小学“柳青书屋”捐赠五十箱 4000 册价值五万元的图书；为

渭南高塘中学捐赠三十箱五百余本杂志。同时坚持长年向贫困地

区 100 多所中小学图书室赠阅《延河》杂志。坚持在《延河》推

出脱贫攻坚题材优秀作品，从文学角度勾勒脱贫攻坚历程，展现

《延河》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力量。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融媒技术水平不够成熟，公众号和网站

缺少专业管理人员。随着人们阅读习惯、阅读载体的改变，仅凭

传统纸媒难以再吸引年轻的读者和作者。将杂志由纸媒转变为融

媒，实现人力、内容、媒体等各方面的融合得不到充分发展。

下一步改进措施：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变化，急需引

进懂得传播学与广告营销、懂得视频编导、拍摄、剪辑与多媒体

设计的综合性人才与相关设备。微信平台需要全新的策划与编

辑、符合新媒体传播学又不违背文学内涵的文字脚本、高质量的

原创音频、图片、视频素材的引入，也包括与观众的多向互动功

能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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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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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