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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2017年，包头日报社全面打造“中央厨房”，提出

“先网后报，移动优先”战略，打破了各媒体各自为政并

行不融的现状，初步构建起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

多元传播的发布机制。 

《包头日报》作为党报和市委机关报，担负着推动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贯彻落实的职责，传递党

的声音、让党的主张在人民群众中入耳入脑入心是我们的

光荣使命。 

首先，《包头日报》做好党中央、国务院时政要闻以

及国家政策法规和自治区相关要闻的转发工作，2017 年全

年，在一版头条刊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调研、出访、主

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会，以及中共中

央、国务院出台的重要政策法规等稿件 203篇，转发内蒙

古日报社重要稿件 30 余篇，天下版刊发中央各部委规定意

见等稿件 50 余篇。同时，《包头日报》加强对本市重要稿

件的把关，尤其是对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会议、领导调研

等稿件、照片，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刊发和安排版面，重要

领导活动一定审签后刊发。“两会”期间，出版部共刊发

相关稿件 148篇，如两会专访《创新物业管理工作 提升百

姓幸福指数》、两会深度《多元服务让老人“老有颐养”》



等，共做了 14个“两会”特刊。全年，一版刊发市委书记

活动和参加的会议稿件 280余篇，其他市领导稿件一二版

共发稿 300余篇，较好地完成了政务报道任务。 

 作为党报，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反映群众心声。

2017年，我们时刻关注着百姓生活之日常，为百姓息息相

关的民生问题鼓与呼。刊发百姓关注的《公积金贷款按月

对冲细则出台》、《我市拨付 3.7 亿元落实各项民生扶助

政策》、《我市财政补贴“一卡通”突破 15 亿元》、《我

市提高部分民生指标标准》、《打响我市今年棚改攻坚战》

《不平凡的爱撑起平凡的家》、《一场穿越是空的邂逅》、

《三见警让学生家长心里踏实》等稿件 300余篇。 

自治区成立 70周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

的大事，为了做好庆祝活动期间稿件的编辑工作，包头日

报社在 8 月 8日前开设“守望相助 70 载 建设亮丽内蒙

古”、“红色记忆”等专栏，刊发了可爱的家乡征文几十

篇，并选登了部分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周年的本土

创作歌曲。几个月来，精选反映我市 7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的相关稿件，刊登有“草精灵 向世界阐释草原文化”、

“草原之歌 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校园里的民族文

化传承“、“包头召 风雨三百年”、“话剧《大国工匠》

的台前幕后”、“走进红油杆子抗日遗址”等有力度有深

度的重头报道，营造浓厚、祥和的迎庆氛围。 



《包头晚报》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创新报道模

式，让“硬任务”软下来，做接地气、有服务性、有故事

性的政经、会议、活动新闻。在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推出了“鹿城回眸”“包头记忆”“钢铁脊梁”系列报道。

在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推出了“高考记忆”系列报道，

在与自治区甚至国内同类型媒体的 PK 中，都属佼佼者。

《包头晚报》继续挖掘都市报的优势，着力打造社会民生

类报道、调查类报道、监督类报道，推出了诸如《寻找杨

思慧》《全城寻耳，让爱不失聪》《钢铁侠铁轨下救女童》

《冰滩救群羊》等一系列在国内有影响力的报道。同时发

挥传统的调查、监督优势，做睿智的观察者，以专业报道

思路，关注尖锐社会问题，平衡公众情绪。 

包头新闻网整体布局了全年的运营工作计划、思路，

循序渐进地开展各项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包头新闻网的市

场认知度。包头市两会、庆祝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党的

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回信……面对这些大事，

包头新闻网编辑部充分利用这次改革，组织网站、APP、微

信、微博、手机报等平台的编辑加强学习和探索，在稿件

选取、整合、标题制作等方面，不断提高编辑技巧和水平。 

除了做好先网后报，媒体融合报道外，包头日报社还针对

各个新媒体平台的特点，推出了相应的策划报道。如，包

头新闻网网站以及包头首发 APP是包头新闻网八大平台中

新闻宣传的主阵地，一天之内点击量可超过十万，回帖超



过 100条，点赞数量超过 1000次；包头新闻网微博充分利

用大众上下班间隙碎片式阅读习惯，将热点新闻的发布时

间调至相应节点，阅读量与互动数有效提升，单条微博转

赞评数最高达 150，阅读数最高达 2 万；包头新闻网微信平

台的单条消息点击量 56万以上。 

二、机构设置及单位构成情况 

包头日报社是中共包头市委直属的处级事业单位，包

头市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其主要职责是： 

《包头日报》创刊于 1931 年 12月 16 日，1952年 7 月

1 日改为中共包头市委机关报，包头日报社担负着宣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及十八大会议精神，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

各族人民群众呼声和愿望的重要职责。1994 年 5月包头日

报社创办了《包头晚报》，2008 年 11 月创办了包头新闻网。 

包头日报社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编制人数 254人，其

中差额补贴 192 人，经费自理 62 人；单位实有人数 235 人，

其中：差额补贴人员 173 人，经费自理人员 62人； 离休

人员 5人，退休人员 102 人，另有享受财政补助遗属人数 4

人；长期聘用人员 109人。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17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17年包头日报社全年收入总额 6,427.86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3,048.03 万元，经营收入 3,379.83万元，

部门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954.18万元，决算比预算增

加财政拨款收入 1,093.85万元，增长 55.97%。主要原因：

一是预算将 1个常年项目列入市财政局统一预算，执行时

划回单位部门决算收入；二是“出版发行”科目的财政预

算系统只预算财政拨款内容，经营收入未列入预算，因此

经营收入决算大于预算 3,379.83万元。 

2017年包头日报社全年支出总额 6,583.26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支出 3,159.89 万元，经营支出 3,423.37万元。

部门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95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626.18万元，项目支出 328万元，决算比预算增加财政

拨款支出 1,205.71 万元，增长 61.70%。主要原因：一是预

算将 1个常年项目列入市财政局统一预算，执行时划回单

位部门决算支出；二是财政预算系统只填列财政拨款支出，

经营支出未列入预算，因此“出版发行”功能科目经营支

出决算大于预算 3,423.37万元。 

二、关于2017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收支情况总体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收入总计5,896.26万元，其中：本年收

入合计6,427.86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00万元，

年初结转和结余-531.60万元；支出总计5,896.26万元，其



中：结余分配0.0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687.00万元。与

2016年度相比，收入总计减少497.41万元，下降7.80%；支

出总计减少497.41万元，下降7.80%。主要原因：2017年度

差额补贴人员退休增加，导致财政拨款收入减少；经营收

入减少导致总收入减少。 

（二）关于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收入合计6,427.86万元，其中：财政拨

款收入3,048.03万元，占47.40%；经营收入3,379.83万元，

占52.60%。 

（三）关于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支出合计6,583.26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1,547.07万元，占23.50%；项目支出1,612.82万元，占

24.50%；经营支出3,423.37万元，占52.00%。 

（四）关于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 

本部门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3,284.68万元，其中：

年初结转和结余236.65万元；支出总计3,284.68万元，其

中：年末结转和结余124.80万元。与2016年度相比，收入

减少286.31万元，下降8.00%；支出减少286.31万元，下降

8.00%。主要原因：2017年度差额补贴人员退休增加，导致

财政拨款收入减少。 



（五）关于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3,159.8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47.07万元，占23.50%；

项目支出1,612.82万元，占51.00%。 

（六）关于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547.0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464.57万元，主要包括：

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较上年减少58.53万

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度差额补贴人员退休增加；公用

经费82.50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水费、电费，

较上年增加1.73万元，主要原因是：基本工资基数增加。 

（七）关于2017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为11.70万元，

支出决算为11.68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为0.00万元，完成预算的0.00%；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1.68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00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2017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与预算差异

情况的原因：无差异。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11.68万元，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00万元，占0.00%；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68万元，占100.00%；公务接待费支

出0.00万元，占0.00%。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00万元。全年因公出国（境）

团组0个，累计0人次。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68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费用为0.00万元，车均购置费0.00万元，较上

年增加0.00万元，主要原因是：包头日报社2017年度未购

置任何车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1.68万元，用于车

辆维修、保险费用、燃油费用，车均运维费0.90万元，较

上年增加9.68万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度发生额在2017

年度报账，增加了2017年度数额，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

车保有量为13辆。 

公务接待费支出0.00万元。 

三、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公用经费）支出82.5万元，比

2016年度增加1.73万元，增长2.10%，主要原因是：机关运行经费

（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提高。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财政性资金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869.17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222.65万元，比2016年增加323.38万元，

增长36.00%，主要原因是：新媒体设备维护增加；政府采购工程支

出661.33万元，比2016年增加355.24万元，增长116.10%，主要原因

是：新媒体设备维护增加；政府采购服务支出985.19万元，比2016

年增加979.59万元，增长17,492.70%，主要原因是：新媒体设备维

护增加。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3辆，其中，部级领导

干部用车0辆,比2016年增加0.00辆，主要原因是：包头日报社无部

级领导干部用车;一般公务用车13辆，比2016年增加13.00辆,主要原

因是：由其他车辆调整为一般公用车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比

2016年增加0.00辆，主要原因是：包头日报社无一般执法执勤车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比2016年增加0.00辆，主要原因是：包头日

报社无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他用车0辆，比2016年减少14.00辆,主

要原因是：由其他车辆调整为一般车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



设备2台（套），主要是印刷设备，比2016年增加0.00台  （套）;

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5台（套），主要是印刷设

备，比2016年增加0.0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包头日报社对党报覆盖工程开展绩效评价，党报覆盖工

程中所用印刷原材料采购都经过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网申报

审批，购置的印刷设备也通过是财政局政府采购网招标申

报流程审批，党报覆盖工程中报纸采编业务严格执行报社

百分制考核制度规定，包头日报社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为党

报覆盖工程制定了详细的投递服务标准及检查考核办法。 

2016年包头日报社党报覆盖工程按照年初预算全市投递

总量达3万份报纸，党报覆盖工程顺利完成了各项数量指标。

包头日报社严把质量关，《包头日报》的采编、印刷、投

递的成本控制从未松懈，全年均按照预算指标控制。 

包头日报社党报覆盖工程改善着包头市文化宣传手段和

宣传效果，为包头市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衔接、转型提供有

效保证。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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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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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包括未纳入财政预

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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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销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

各单位从本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

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填列在本项内。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

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

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

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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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结余。不包括事

业单位净资产项下的事业基金和专用基金。 

（七）结余分配：指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根据

《关于事业单位提取专用基金比例问题的通知》（财教

[2012]32号）规定，事业单位职工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

在单位年度非财政拨款结余的40%以内确定，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

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不包括事业单位净

资产项下的事业基金和专用基金。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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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和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指

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公用经费指政府收支分类经济科目中除“工资福

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外的其他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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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

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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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等的各项

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

福利费、日常维护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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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四）工资福利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反

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

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十五）商品和服务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

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 



（十六）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

级）：反映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十七）其他资本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类级）：

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

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构建基础设

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殷      联系电话：0472-2529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