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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负责基本陈列、专题展览及流动展览的组织策划、陈

列布展、讲解导览等工作。 

2.负责各项展览的对外联系、宣传、接待、统计、信息

工作。 

3.开展珠算文物的征集工作。 

4.组织对征集文物的鉴定、评估。 

5.承担全馆所有藏品的收藏、整理、保管、学术研究和

科普教育。 

6.配合市教育局做好珠心算普及教育与珠心算竞赛工

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科教部、展

览部、事务部，核定编制 8 人，目前在编 6 人，本单位无下

属单位。 

2.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南通市财政局2018年部门

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1家，为南通市珠算博物馆。 

三、2018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在文物征集、展览接待、社会教育、

学术研究、对外宣传、珠心算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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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征集 

2018年共征集到珠算文物史料297年，其中有到山西省

阳泉市中国珠算式笔算传承人陈良英女士捐赠的其父亲叶

强先生珠算文物史料280件，南通市民沈国泉先生收藏的珠

算古籍《珠算门径》一书，通过网络征集到民国时期珠算书

籍6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珠算书籍10件。 

（二）展览接待 

博物馆除了基本陈列对外开放，春节期间还与市文联联

合推出“江海艺境——南通市美术书法作品特展（油画部

分）”，展出了南通地方画家的油画精品；5·18国际博物馆日

独立推出了“运筹千秋——中国珠算文化展”，展示了丰富多

彩的珠算文化。截至10月底共接待参观游客9万多人次，其

中未成年人4万多人次。 

（三）社会教育 

1.学生教育活动方面 

在市委宣传部统一安排下，设计完成了“珠算博物馆社会

实践教育课程方案”，并报市文明办，博物馆成为全市中小学

社会实践教育基地试点单位；与南通“么么亲子园”联合开展

了“走进珠算博物馆，体验珠算文化——么么亲子体验活动”；

与南通实验小学联合开展了“珠动数出——我来学珠算”活

动；与南通实验中学联合开展了“珠韵流芳——走进珠算博物

馆”珠算文化体验活动；与南通开发区实验小学联合开展了

“我是珠算文化传承人”活动，组织全校一年级珠心算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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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学生走进博物馆；与南通市成长教育培训中心联合举

办了“我参观，助成长——爱满壹城”留守儿童公益教育活

动；向学校和社会推出的《神奇的珠子——珠算文化体验系

列课程》入选江苏省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课程十佳案例，并中

国博物馆学会评选为“中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课程优秀教学

法案例”。 

2.成人教育活动方面 

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行了会计领军人物珠算文

化体验活动；与濠北社区联合举行“巾帼建功·珠韵流芳”庆祝

三八妇女节活动，来自社区40多名妇女同志参观了珠算博物

馆，观看了珠心算神算子们的精彩表演，并与珠心算小选手

们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与和平桥街道联合开展了“文化寻

根”走进社区文化活动。 

（四）学术研究 

与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共同组织了《中国珠算发展史》编

审及定稿会议，预计年内出版发行；与上海市珠算心算协会

联合开展了“优因数学”学术研讨活动；与河北省珠算协会珠

心算交流团开展了珠算及珠心算教育交流活动，并到如东县

丰利小学实地调研，交流研讨珠心算教学学术问题；与英国

“英中艺育珠心算”开展珠心算学术交流活动，共同探讨如何

在欧洲国家和地区推广中国珠算文化。 

（五）对外宣传 

定期更新博物馆网站，上传博物馆最新动态，充实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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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扩大博物馆宣传及影响；推出了博物馆微信公众

号，其中我馆人员自己录音制作的语音导览栏目，方便观众

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关于博物馆展品的讲解；利用“5·18”国际博

物馆日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并在局域网、南通江海晚报、

江苏财政等媒体进行了报道；在《江海晚报》进行了题为《指

尖上的“国粹”如何焕发新的生机》专题宣传；与南通电台92.9

频道联合推出了三期“博物馆会说话——中国珠算博物馆专

题”空中直播活动，让听众了解到了更多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

事。 

（六）珠算教育 

与江苏商贸学院联合开展了《新时期高职院校珠算文化

传承途径》课题研究；与南通市教育局联合举行职业院校珠

算技能比赛；先后到江苏商贸学院、南通电大、南通中专、

如皋中专等院校，对近500名财会专业学生进行了珠算等级

鉴定。 

（七）珠心算教育 

1.珠心算师资培训方面 

组织了全市2018年春季和秋季两期珠心算师资培训班，

来自全市23所珠心算实验学校的600多名教师接受了培训；

承办了江苏省2018年春季和秋季全省小学珠心算骨干教师

培训会，来自全省各珠心算实验学校的400多名教师参加了

活动；与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创新性地面向师范生

开展珠心算课程教学，同时在南通师范设立了珠心算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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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在全国乃是首创。 

2.珠心算教学研讨活动方面 

在南通开发区小海小学承办了“江苏省小学珠心算教研

活动”，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珠心算教师参加了活动；在如

皋市常青小学举办了小学珠心算教学研讨活动，并对其课堂

教学相关问题进行了业务指导；与市教研室联合开展了小学

珠心算微课评比活动，全市共有34节微课获奖。 

3.珠心算竞赛方面 

在全国第五届珠心算比赛中，我馆选送的14名选手分别

代表江苏队和中国珠算博物馆队参加了比赛，一举囊括学生

A组团体冠亚军，并包揽个人全能前五名；学生B、C组均获

得团体亚军；在第七届世界珠心算比赛中，我馆选送的四名

选手，代表中国江苏队分别参加了学生A组（2005年1月1日

以后出生的选手）和学前组（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选手）

的比赛，获得了学生A组特等奖和学前组一等奖。 

（八）其他工作 

1.文明城市工作 

博物馆作为文明城市检查必查点位，以不失分的成绩完

成了市文明办交办的工作任务，我馆因此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集体三等功。 

2.旅游景点工作 

博物馆作为濠河国家5A景区十大景点之一，一直坚持以

国家5A景区标准加强管理，在每次濠河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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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中都能顺利通过。 

 

 

第二部分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8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计410.88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6.42万元，增长1.59%。主要原

因是人员支出、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增加。其中： 

（一）收入总计410.88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400.72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与上年相比增加6.42

万元，增长1.63%。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珠心算专项等经

费增加。 

2．年初结转和结余10.16万元，主要为南通市珠算博物

馆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财政事务专项经费。 

（二）支出总计410.88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103.89万元，主要用于单位

机构运转和开展工作而发生的支出。与上年相比减少5.83万

元，减少5.31%。主要原因是人员及财政事务支出等经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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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2．教育（类）支出150万元，主要用于南通市珠算博物

馆珠心算专项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6.64万元，增长4.63%。

主要原因是用于珠心算教学及比赛活动经费。 

3．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129.69万元，主要用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日常经费、展馆提升及维修费用。与上年

相比减少2.01万元，减少1.5%。主要原因是馆内维修等日常

经费略有减少。 

4．住房保障（类）支出15.51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

金、住房补贴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5.99万元，增加62.92%。

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调整。 

5．年末结转和结余11.79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的项目

支出结转和结余。主要为南通市珠算博物馆本年度和以前年

度预算安排的财政事务支出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

定使用的资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本年收入合计400.72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400.72万元，占100%。 

 

 

图1：收入决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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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本年支出合计399.09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128.4万元，占32.17%；项目支出270.69万元，占

67.83%。 

图2：支出决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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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410.88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6.42

万元，增长1.59%。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珠心算专项等经

费增加。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

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财政拨款

支出399.0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相比，财

政拨款支出增加4.79万元，增长1.21%。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

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增加。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231.43万元，支出决算为399.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72.45%。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人员支出、

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1．财政事务（款）其他财政事务支出（项）。年初预

算为106.54万元，支出决算为103.8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7.51%。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及财政事务支

出等经费调整。 

（二）教育支出（类） 

1．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



 12  

的支出（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50万元。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珠心算专项经费。 

（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类） 

1．文化（款）其他文化支出（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

支出决算为16.8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南通

市珠算博物馆展馆提升维修。 

2．文物（款）博物馆（项）。年初预算为109.56万元，

支出决算为112.8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3.04%。决算数

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南通市珠算博物馆人员支出

等经费。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为10.6万元，支出决算为10.7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0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调整。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年初预算为

4.73万元，支出决算为4.7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1.27%。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提租补贴调整。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28.4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07.2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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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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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用经费21.1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

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

珠算博物馆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99.09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4.79万元，增长1.21%。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

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增加。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231.43万元，支出决算为  

399.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72.45%。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

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人员支出、珠心算专项等经费。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

本支出128.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07.2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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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用经费21.1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

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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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7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80.84%；公务接待费支出0.64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19.16%。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的0%，

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7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0万元，本年无购置新车。

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本年无购

置新车。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2.7万元，完成预算

的100%，比上年决算增加0.17万元，主要原因为燃料费等增

加；决算数和预算数一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汽

车保险费、燃料费、维修费等。2018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年末保有量0辆。（车改） 

3．公务接待费0.64万元。其中： 

（1）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本年无外事接待。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6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比上年决算减少0.32万元，主要原因为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标

准和对象；决算数和预算数一致。国内公务接待主要为接待

相关单位交流博物馆工作等，2018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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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开支的国内公务接待5批次，68人次。主要为接待相关单

位交流博物馆工作等。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会议费决算支出22.84万元，完成预算的393.79%，比上年决

算增加1.9万元，主要原因为召开南通市珠心算比赛及会议

等；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召开南通市珠心算比赛及

会议。2018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3个，参加会议156人次。主

要为召开南通市珠心算比赛及会议。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培训费决算支出11.77万元，完成预算的116.53%，比上年决

算减少9.94万元，主要原因为珠心算培训费减少；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珠心算专项经费。2018年度全年

组织培训6个，组织培训7470人次。主要为全市珠心算教材

及集训等。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8年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5.2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支出5.29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5.29万元，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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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

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

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

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无绩效评价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

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四、经营收入：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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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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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

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

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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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经营支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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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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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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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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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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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

用。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

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