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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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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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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部门汇总

决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1家，具体包括：南通市珠算博物

馆。 

三、2019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文物征集与收藏工作 

1、文物征集：今年共征集到珠算文物 18 件，其中有陕西

省珠算收藏家侯高升捐赠的珠算古籍；有上海姚振国、姚振绪

（原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国家乒乓球队原领队）姐弟二



人捐赠的木质算盘两把；而南通市民周玉甫、潘寿平等捐赠的

珠算古籍，丰富了我馆南通本地珠算文物史料。 

2、文物收藏：按照国家文物局可移动文物登录办法，完

成了 12944 件文物史料的整理清点登录工作。 

（二）参观接待与展览工作 

1、参观接待：共接待参观游客近 10 万人次，免费提供讲

解近 350 场次。特别是在今年国庆节期间，馆内人流量剧增，

日均接待游客近 6000 人次，馆内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顶住人

流压力，以参观分流方案疏导人潮，确保国庆节期间安全无事

故。 

2、临时展览：我馆先后推出《珠韵——少儿珠算美术作

品展》和《中国珠算非遗展》，其中非遗展在全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我馆近 40 件馆藏精品精彩亮

相，吸引了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会

长刘建华等领导及观众关注。珠算展区内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手工组装算盘环节，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现场

人气最高的展区之一。《南通日报》对“中国珠算博物馆亮相

全国非遗展”进行了新闻报道。 

（三）社会教育与宣传工作 

1、5.18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一是“遇见'算'学堂，传

统拥抱未来”社教活动，以“神奇的珠子”珠算文化系列体验课程

为主题，开展敬爱致恭、情暖桑榆活动，以儿童和父母、爷爷

奶奶为主体共同参与和体验。二是以博物馆的 23 件展品为入



口，让孩子们在寻找文物、了解文物中记住历史知识，体会珠

算文化。三是在博物馆入口处以宣传标牌、标语等营造现场氛

围，设立宣传台，回答观众提问，为公众免费发放博物馆的宣

传普及资料、珠算资料、珠算主题明信片等。四是博物馆日当

天，珠算博物馆志愿者团队和专业讲解员为观众提供免费讲解、

免费语音导览等服务。 

2、国庆节期间系列社教活动。国庆节期间，组织开展了

“珠落玉盘计利天下，人逢盛世光耀中华——祝福祖国”系列活

动。一是“珠韵童心”珠算文化亲子活动，二是“灵动指尖智慧，

致敬传统文化”科普宣传活动，三是“少年中国，匠心神巧”珠算

博物馆采风创意写生活动，四是“祝福祖国”千人签名活动。系

列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更加便捷地共享文化盛宴，让优秀的

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3、与上海崇明和南通少工委联合开展了“传承红色基

因·做新时代队干部”共建活动。来自两个地区的近六十名少先

队干部，在珠算文化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学生们参观了珠算

博物馆的展览，一起徜徉在珠算历史的海洋里，惊叹于珠算文

化的精妙。在珠博报告厅，我馆人员为孩子们讲授了一堂生动

的珠算课，让他们在弹指轻拨间亲近了珠算。最后，孩子们通

过亲手组装、制作小算盘，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感受着古朴厚

重的珠算文化。 

4、与南通交通广播 FM92.9 联合举办了“行走的美好森活 

博物馆奇妙之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珠算博物馆为此次研学



提供了故事化讲解、珠算大学堂、创意组装算盘等活动，不断

创新博物馆传播内容、形式和手段。此次活动，博物馆拓宽渠

道，充分倾听观众需求，努力用好馆藏资源，让公共文化服务

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关注核心需求，扩大传播广度，

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让观众们真正爱上博物馆。 

 5、积极参加南通市红色故事宣讲比赛。9 月 25 日下午，

由南通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南通广电

集团联合主办的“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首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总决赛在苏通园区管委会举行。中国珠

算博物馆选送的钱惠宇经过了初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从

全市 80 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最终取得了决赛第三名的好成

绩，获得了“南通市金牌宣讲员”称号。 

（四）学术研究与交流 

1、学术研究：3 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博物苑》杂志和

《江苏省 2019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论坛文集》。 

2、对外交流：一是与兄弟省市珠算协会的交流，先后与

上海市珠算协会、湖北省珠算协会、南京珠算协会、陕西省珠

算协会、无锡市珠算协会进行了珠算与珠心算教育实验工作交

流。二是与国外友人进行交流。新西兰塔瓦学院师生近 40 人、

参加国际纺织服装职业教育联盟“江海时尚节”的 80 名外宾先

后来到我馆体验珠算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3、对外宣传：定期更新博物馆网站，上传博物馆最新动

态，充实珠算文化内容，扩大博物馆宣传及影响；推出了 13



期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与南通电台 92.9 频道联合推出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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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讲座宣传：在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主办的全国珠算非遗

传承人培训班上，我馆专业人员对培训班学员进行中国珠算历

史文化专题教育。 

（五）珠心算普及与提高 

1、珠心算普及：组织了全市春季珠心算师资培训，全市

23 所珠心算教育实验学校、近 300 名珠心算教师参加了培训；

承办了江苏省小学珠心算教育实验研究基地学校教学研讨活动，

全省 25 所珠心算教育实验研究基地学校校长和珠心算骨干教

师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如皋市常青小学组织开展了“南通

市小学数学珠心算课堂教学研讨活动”，10 位珠心算教师分别

执教了珠心算公开课，来自全市各珠心算实验学校的 200 多名

珠心算教师参加了活动；选送了如东县丰利小学、南通开发区

实验小学两节珠心算课，参加省珠心算教育实验基地学校联盟

研讨活动；根据省珠算协会和省教研室要求，编写了全省优秀

微课制作大纲和具体要求，并向全省进行发布推广；在南通师

范新一届小教定向委培班继续开设珠心算课程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该校数学本科班的珠心算课程教学。目前共有近 70 名师

范生参加珠心算学习。 

2、珠心算比赛：一是组织南通市第二十三届少儿珠心算

比赛，来自全市 8 个县（市）、区的代表队共 107 名小选手，



角逐了一年级（E 组）、二年级（D 组）、三年级（C 组）和

四至六年级（B 组）4 个级别的比赛。经过加减算、乘算、除

算、听心算几轮激烈的比拼，评出选手一、二、三等奖、优秀

辅导老师奖、团体奖等奖项。最终如东代表队获得 E 组团体

一等奖、B 组团体一等奖，南通开发区代表队获得 D 组团体

一等奖、C 组团体一等奖。E 组个人全能一等奖由海安代表队

的程子轩夺得，D 组个人全能一等奖、C 组个人全能一等奖分

别由南通开发区代表队的蒋可新和施轩宇获得，如东代表队的

选手陆佳蓉获得 B 组个人全能一等奖。二是组队参加江苏省

第二十四届珠算式心算能力比赛。组织如东县丰利小学和南通

开发区实验小学的 6 名选手分别参加 B 组、C 组的比赛。在看

心算（加减算、乘算、除算）、听心算等回合的较量中，我市

小选手们积极进取、奋力拼搏，以绝对优势包揽了 B、C 组团

体冠军。如东县丰利小学的陆佳蓉、开发区实验小学的施轩宇

分别获得 B 组、C 组个人全能第一，开发区实验小学 C 组的

施轩宇、李豪博均打破了省珠心算纪录。颁奖仪式上，我市小

选手还为全场观众进行了云计算、闪算、听算等珠心算表演，

再次展现出南通神算子的独特魅力和风采。 

（六）博物馆安全管理工作 

根据省文旅厅、省公安厅、省消防大队对我馆安全工作检

查提出的整改要求，进行了逐项整改。一是对原有安防监控系

统进行了维修、改造；二是增设了与公安联网联动一键报警系



统和红外设防报警系统；三是博物馆库房改为联动制式防盗门；

四是举行了一次全馆人员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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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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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收入、支出总计297.21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减少113.67万元，减少27.67%。其

中： 

（一）收入总计297.21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285.4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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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相比减少115.3

万元，减少28.77%。主要原因是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减少。 

2．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3．事业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4．经营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6．其他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为事业单位用事业

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8．年初结转和结余11.7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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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金。 

（二）支出总计285.42万元。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85.5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运

转和开展工作的支出。与上年相比减少18.36万元，减少



17.67%。主要原因是财政事务支出等经费调整。 

  2.教育（类）支出28.97万元，主要用于南通市珠算博物

馆珠心算教学及比赛活动等经费。与上年相比减少121.03万

元，减少80.69%。主要原因是珠心算专项支出减少。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138.09万元，主要用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运行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8.4万元，增长

6.48%。主要原因是南通市珠算博物馆经费政策性调增。 

  4.住房保障（类）支出32.83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贴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17.32万元，增长111.67%。

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政策性调增。 

5.结余分配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6.年末结转和结余11.79万元，主要为南通市珠算博物馆

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的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等项目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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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42万元，其中：财

政拨款收入285.42万元，占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

0%；事业收入0万元，占0%；经营收入0万元，占0%；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占0%；其他收入0万元，占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本年支出合计285.42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170.92万元，占60%；项目支出114.5万元，占40%；

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 

 

图1：收入决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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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285.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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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297.21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减少113.67

万元，减少27.67%。主要原因是珠心算专项等经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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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

285.42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6.0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243.77万元，支出决算为285.42万元，完成年初

 

图2：支出决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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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114.5万元） 



预算的117.09%。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1.财政事务（款）其他财政事务支出（项）。年初预算为

124.59万元，支出决算为85.5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8.65%。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维修维护等经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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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

出（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28.9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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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款）博物馆（项）。年初预算为103.66万元，支

出决算为138.0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3.21%。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等政策性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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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万元，支出决算为11.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0.07%。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公积金政策性调增。 

  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年初预算为4.8

万元，支出决算为21.0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38.13%。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住房补贴政策性调增。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9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70.92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53.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47.21

万元、津贴补贴20.65万元、奖金16.06万元、绩效工资9.79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13.9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2.73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7.99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

费1.95万元、住房公积金11.8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9.11

万元、退休费2.4万元。 

（二）公用经费17.3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31万元、

水费1万元、电费1万元、邮电费0.49万元、差旅费4.64万元、

维修（护）费1.38万元、会议费0.12万元、培训费0.45万元、

公务接待费0.63万元、工会经费2.03万元、福利费2.41万元、

其他交通费用1.7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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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5.42万元，与上年相比

减少113.67万元，减少28.48%。主要原因是珠心算专项经费

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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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170.92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53.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47.21

万元、津贴补贴20.65万元、奖金16.06万元、绩效工资9.79万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13.9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2.73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7.99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

费1.95万元、住房公积金11.8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9.11

万元、退休费2.4万元。 

（二）公用经费17.33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31万元、

水费1万元、电费1万元、邮电费0.49万元、差旅费4.64万元、

维修（护）费1.38万元、会议费0.12万元、培训费0.45万元、

公务接待费0.63万元、工会经费2.03万元、福利费2.41万元、

其他交通费用1.7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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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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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占“三公”经费

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0.63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具

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0万元，预算数为0万元，

与上年决算数相同；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同。主要原因为本年无

因公出国人员；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

（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0万元，预算数为0万元，与

上年决算数相同；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同。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0万元，预算数为0万

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同。2019年使用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 

3．公务接待费0.63万元，完成预算的98.44%，比上年决

算减少0.01万元，主要原因为严格控制公务接待对象和标准；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严格按规定开支公务接

待费。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63万元，接待5批次，49人

次，主要为接待珠算协会来通等。国（境）外公务接待支出0

万元，接待0批次，0人次。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

议费决算支出1.91万元，完成预算的32.93%，比上年决算减

少20.93万元，主要原因为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和次

数；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会议规

模和次数。2019年度全年召开会议2个，参加会议40人次主要

为召开珠心算研讨会等。 

南通市珠算博物馆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

训费决算支出11.98万元，完成预算的935.94%，比上年决算

增加0.21万元，主要为增加珠心算培训费用等；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珠心算专项经费等。2019年度全年组

织培训4个，组织培训7158人次主要为珠心算培训及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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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

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决算0万元，本年支出决算0万元，

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

同；决算数与预算数相同。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

物支出3.1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3.1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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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副

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

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

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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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本单位共0个项目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涉及财政性资金合计0万元；本单位（□开展、☑未开展）财



政整体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财政性资金0万元；本单位共0

个项目开展了单位绩效自评，涉及财政性资金合计0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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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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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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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