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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责。 

镇坪县图书馆是文化和旅游广电局下属单位。主要职责是： 

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图书馆的产生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

需要。因为有了图书馆，人类的社会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文化、

知识才得以系统地保存并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人类宝贵的文化遗

产和精神财富。 

2、开展社会教育。近代大工业的产生要求社会人有较多的劳

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图书馆从而真正走入平民百姓当中，担负起

了对人的科学知识文化教育的任务。现代社会，图书馆成为继续

教育、终身教育的基地，担负了更多的教育职能。 

3、传递科学情报。传递科学情报是现代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职

能。图书馆丰富、系统、全面的图书信息资料，成为图书馆从事

科学情报传递工作的物质条件。在信息社会，图书馆的科学情报

功能将得到加强。 

4、开发智力资源。图书馆收藏的图书资料是人类长期积累的

一种智力资源，图书馆对这些资源的加工、处理是对这种智力资

源的开发。同时图书馆将这些图书资料提供利用，是开发图书馆

用户的脑力资源。换言之，图书馆承担有人才培养的职能。 

 



（二）内设机构。 

镇坪县图书馆内设机构有综合办公室、财务室、采编室、阅

读推广室，属全额拨款独立核算纯公益性事业单位。 

二、2022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为确保 2022 年镇坪县图书馆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结合图书

馆在“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

公共图书馆等各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镇坪”。 

一、持续加强学习，提高图书馆内工作人员素质 

（一）加强我馆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进一步提

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二）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及自身优势，多读书多看报，认清

形势，端正思想。对各镇各村分馆管理人员进行图书治理系统软

件培训和有关业务知识培训，提高总分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

业务技能。 

（三）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坚

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上级部门提出巩固、深化、提高、发展

等八项方针，梳理目标，确立任务，把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做

实、做细，使其成为今后的工作提纲契领。 

二、做好图书馆常规工作 

（一）管理好图书，规范图书馆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根据图

书馆特点，依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文献资料进行正确分类、

上架，同时做好规范、正确、有序的管理。 

（二）积极向读者推荐受喜爱的书籍和新到书刊，对他们在



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知识障碍和思想障碍要热情指导和帮助，以满

足读者的需求，激发读者的读书热情。 

三、深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促进 “书香镇坪”建设 

（一）务实高效，做好全国第七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

强化图书馆基础工作，推动图书馆管理和服务创新。 

（二）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免费开放

水平，推进图书馆健全免费开放项目，优化阅读环境，提升图书

馆设施空间利用率，扩大服务覆盖面，助力科普教育、文化扶贫

和乡村文化振兴。 

（三）推进总分馆体系建设，对全县各个分馆加强业务指导、

活动开展、技能培训及资源建设。 

（四）加大阅读推广，增建阅读服务点，推进 24 小时图书吧

的运行管理，建设百姓身边的公共阅读空间，增加群众实实在在

获得感与幸福指数，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迸发新的生命

力。 

（五）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创新培训、讲座、

展览内容及方式，进一步推动“书香镇坪”建设，培养良好的社

会阅读风尚。 

（六）突出活动特色，开展好中国传统文化假日，以“我们

的节日”等为主题的阅读活动，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 

（七）加强社会合作，成立阅读推广人队伍，让阅读与百姓



生活更紧密相连。 

（八）提高数字化服务能力，加强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

微博、抖音、网站等自媒体的建设，拓宽公共媒体渠道，提高图

书馆及开展各项活动的媒体宣传度。 

（九）加强志愿者队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的建设和管

理，做好图书管理、借阅咨询、阅读推广活动等工作。开展丰富

多彩的实践活动。 

（十）2022年完成省市业务主管部门安排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镇坪县图书馆，

共计 1个预算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镇坪县图书馆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事业编制 7 人，实有 6人，空编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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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76.3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76.37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

增加预算；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76.3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支出 76.37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

书馆，增加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76.3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76.37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

书馆，增加预算；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76.37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6.37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

设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算。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6.37 万元，较上

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



坪县图书馆，增加预算。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37 万元，其中： 

图书馆（2070104）76.37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

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

算。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6.3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59.37 万元，较上年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

增加预算。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7 万元，较上年增加 76.37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

算。 

4、2021 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

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5.2

万元，较上年增加 5.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

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算。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较上年持平；公务接待

费 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

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算；公务用车运行费 4.2 万元，

较上年增加 4.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

镇坪县图书馆，增加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较上年持平。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会议费、培训费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虚拟演播设备 0套。2022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

车辆 0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2 年本部门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0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当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

表）。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7 万元，较上年增加 7 万

元，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底从镇坪县文化馆分设镇坪县图书馆，增

加预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文字说明，机关运行经费为必须解释的专业名词，其他专业

名词解释可由部门根据业务内容等自行选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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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是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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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

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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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