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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青少年宫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武汉市青少年宫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服务，一切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纪律的、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青少年人才，

开展符合青少年特点的思想道德主题教育活动，其主要职

责：

1.运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寓教于乐，陶冶青少年的情

操。

2.适应社会发展和青少年成长的需要，积极开展青少年

素质教育，大力开展新知识新技能的普及工作。

3.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科技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

兴趣培训班，普及文艺、体育、科技知识。

4.通过组织开展具有导向性、示范性的大型德育、文体、

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健康发展。

5.积极帮助青年学习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劳动技能

进行劳动就业指导。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来看，武汉市青少年宫部门决算由纳入

独立核算的单位本级决算组成,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三、部门人员构成

武汉市青少年宫在职实有人数 75 人，其中：事业 75 人。

离退休人员 1 人，其中：离休 1 人。



第二部分 武汉市青少年宫 2019 年度

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武汉市青少年宫 2019 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支总计 3,590.43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

收、支总计各减少 556.4 万元，下降 13.4%，主要原因是减

少了部分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项目支出。

图 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二、2019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3,590.43 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 1,871.25 万元，占本年收入 52.1%；其他收入

1,719.18 万元，占本年收入 47.9%。

图 2：收入决算结构

三、2019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3,440.47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2,368.29 万元，占本年支出 68.8%；项目支出 1,072.18

万元，占本年支出 31.2%。



图 3：支出决算结构

四、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1,871.25 万元。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595.96万元，下降24.2%。

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项目支出等。

图 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



五、2019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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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871.25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

计的 54.4%。与 2018 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减少 595.96 万

元，下降 24.2%。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

项目支出等。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871.25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

方面：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44.44 万元，占 82.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87 万元，占 9.2%；住房保障支出

155.94 万元，占 8.3%。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2,607.25 万元，调整预算为 1,871.25 万元，支出决算为

1,871.2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其中：基本支出

1,708.04 万元，项目支出 163.21 万元。项目支出主要用于

青少年公益活动费 82.45 万元，主要成效：举办了第 49 届

武汉市中小学生“友谊杯”乒乓球比赛，吸引了全市千余名

选手参赛；第 3 届武汉市中小学生“六一”杯中小学武术比

赛，吸引了全市 77 个代表队的 112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梦

之翼”爱心课堂连续 12 年与江岸区辅读学校联合开展了面

向自闭症和唐氏儿童的爱心课堂活动，2019 年每周为自闭症



和唐氏儿童免费开设舞蹈、声乐、绘画、架子鼓、钢琴、乒

乓球等课程，提供艺术体育方面的培训，全年共计 63 名学

生参与活动等；青少年宫公共设施设备维护费 55.12 万元，

主要成效是对武汉市青少年宫园区内全园区主水管维修，艺

术综合楼外墙维修，艺术综合楼教室空调维修等；设备购置

25.64 万元,主要成效是有效改善我宫办学办公条件，更好的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优质的教学环境、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校

外教育活动场馆硬件需要。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2,205.34

万元，调整预算为 1,544.44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44.44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227 万元，

调整预算为 170.87 万元，支出决算为 170.87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0%。

3.住房保障支出（类）。年初预算为 174.91 万元，调

整预算为 155.94 万元，支出决算为 155.9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0.0%。

六、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2019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708.04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948.01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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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



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公用经费 760.03万

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邮

电费、物业管理费、工会经费。

七、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武汉市青少年宫没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19 年度没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收入，也没有使用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

况

2019 年度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也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织对 2019 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项目 2 个，资

金 1,072.18 万元。组织部门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资金



1,072.18 万元。从绩效评价情况来看，项目的实施提升了青

少年艺术、文化修养及综合素质，并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各

项活动中，营造了良好的青少年成长氛转围并促进青少年的

健康发展，深受青少年及家长的好评。公共设施设备维护项

目文明规范施工，排除了安全隐患，提升了基础设施功能，

美化了环境，有效发挥了市青少年宫的社会公益性和服务功

能，基本满足广大市民、青少年的需求。

(二)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所有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

1.青少年宫设施设备维修改造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

全年预算数为 1,481.01 万元，调整预算数 955.79 万元，执

行数为 955.7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主要产出和效果：

一是完成两项涉及安全隐患的维修项目：音乐厅室外楼地面

维修工程；艺术综合楼建筑消防设施维修项目政府采购工

作，完成水电通讯等；二是打印一体机 4 台，打印机 4 台，

台式电脑 10 台，教学一体机 6 套；三是购置新能源车 1 辆。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资金的使用和

监管不够严格；二是项目支出预算不够科学，项目支出情况

应更具体、细致。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完善项目制度建设，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督促资金使用部门严格执行；二是严格

遵守《武汉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按规定申报、



使用项目资金。

2.青少年教育培训及公益活动项目绩效自评综述：项目

全年预算数为 293 万元，调整预算数 116.39 万元，执行数

为 116.3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主要产出和效果：一

是全年开展春季活动、六一活动、夏令营、秋季活动、年底

活动、舞蹈器乐音乐会、迎军运等多场专题大型活动十余次；

开设美术、体育、文艺、科技各类班级 1000 多个；二是参

与活动 20 余万人次；培训学员 2.5 万人次；三是全年开展

爱心课堂两期各 15 次受益 2100 人次。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资金的使用和监管不够严格；二是

项目支出预算不够科学，项目支出情况应更具体、细致。下

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完善项目制度建设，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督促资金使用部门严格执行；二是严格遵守《武汉市市级项

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按规定申报、使用项目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见附件)

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武汉市青少年宫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无此类经费预

算。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9年度武汉市青少年宫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57.27万

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8.7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

出428.49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57.27万元，占政府

采购支出总额的10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6.67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3.7%。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汉市青少年宫共有车辆 6

辆，其中，其他用车 6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一般公务用车 5

辆，园区清洁用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2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1 台(套)，此设备

是水上世界戏水设备。



第四部分 2019 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素质教育培训

全年素质培训共开办体育、文艺、美术及科技文化等各

类培训 1000 余班次，参与素质培训活动学员人数 2.5 万余

人次。

二、青少年公益活动

1.主题教育活动成效显著。“我和我的祖国——童心迎

军运 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纵贯全年。结合元旦、春节、

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六一国际儿童节、寒暑假，组织

开展系列展示展演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

可； 2019 年 5 月 28 日，我宫舞蹈团创编的舞蹈《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参加了由武汉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

纪工委承办的第二届“廉政好声音”作品分享会表演，荣获

二等奖，并被推送上《学习强国》App；宫少年合唱团受邀

参加军运会火炬传递仪式终点庆祝活动，此次演出活动由中

央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并机直播。

2.公益品牌活动持续开展。第 49 届武汉市中小学生“友

谊杯”乒乓球比赛，吸引了全市千余名选手参赛；第 3 届武

汉市中小学生“六一”杯中小学武术比赛，吸引了全市 77

个代表队的 1126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梦之翼”爱心课堂

连续 12 年与江岸区辅读学校联合开展了面向自闭症和唐氏

儿童的爱心课堂活动，2019 年每周为自闭症和唐氏儿童免费



开设舞蹈、声乐、绘画、架子鼓、钢琴、乒乓球等课程，提

供艺术体育方面的培训，全年共计 63 名学生参与活动。

3.学科活动捷报频传。全年开办体育、文艺、美术及科

技文化等各类素质活动培训班，1 万多人次青少年参加了兴

趣培训。创编文艺节目 10 余个，应邀参演的文艺演出受到

社会观众的一致好评；组织指导学员参加第 35 届中日青少

年友好交流高野山书法比赛，我宫书法班学员黄鑫获得高野

山真言宗馆长奖（特别奖）、刘亦然获得高野山道协会奖。

体育部学员在全国、省、市各类体育竞赛中获得 18 金、16

银、24 铜的好成绩；科技学员参加了“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

创新大赛”、“中国 WRO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小

手拼出大世界”、“少年科学家”等比赛，分别在比赛中获

得了一等奖、最佳模型设计奖、优秀现场表现奖等喜人成绩。

4.阵地活动精彩纷呈。充分体现武汉市青少年宫的公共

文化属性，发挥宫内活动设施设备与场地场馆功能作用。音

乐厅对演出计划严格审核，促进艺术结构合理，剧目质量稳

中有升，全年开展武汉市少先队主题队会、武汉市青少年素

质展演、江岸区小学生创作电影展、武汉市迎军运“青春风

采”音乐大赛等各类公益活动共计 70 余场；宫学术报告厅

举办各类公益培训活动 20 余场次。



序号 重要事项 工作内容及目标 完成情况

1 素质教育培训

丰富青少年

文化生活，提升青

少年宫综合素质，

分别开展美术、文

艺、科技文化、体

育四大类培训活

动。

良好

2 青少年公益活动

爱心课堂活

动，春、暑、秋季

学科公益展示活

动，学科体验活动，

阵地活动等。

良好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

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

付及预收款项等。

(三)本部门使用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文化(款)其他文化支出

(项)，反映其他用于文化方面的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

的离退休经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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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5.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

(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

住房公积金。

6.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

(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7.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

(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

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四)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

得税以及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

金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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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基本支出：指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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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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