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份财务公开一览表

单位名称：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单位：元

科目（项目）名称 金额 明细说明 备注

一、本月收入 合计：

（一）经营收入

（二）事业收入

（三）其他收入

（四）工会户收入

二、本月支出 合计：68770596.3

（一）财政资金支出

1 办公经费

办公费

398 付局机关更换两个净水器滤芯费用

126 付局机关征订《党风廉政建设（内刊）》1份费用

3072 付局机关征订《中国纪检监察报》8份、《中国纪检监察》2份费用

9360 付局机关购口罩、消毒洗手液、会议室用水、办公耗材等费用

160 付局机关征订10本《碳达峰碳中和干部读本》费用

3780 付为14名退休老干部征订2023年度《海口日报》费用

4050 付为14名退休老干部征订2023年度《海南日报》费用

955.8 付局机关购买59本《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建设论述摘编》费用

551.65 付局机关购买59本《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费用

印刷费 200 付印刷制作2022年前三季度海口市消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汇报材料4册费用

租赁费

11760 付乡村振兴队员叶子铖租房费（2022.9.1-2023.8.31）

2850 付乡村振兴队员郑云租房费用（2022.7.5-10.5）

30000 付租赁足球集训场地备战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费用

6000 付租赁游泳集训场地备战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费用

18000 付租赁篮球集训场地备战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费用

20240 付挂职干部王旻2022年7-9月房屋租赁费海和伙食费

2850 付乡村振兴队员郑云租房费用（2022年4月5日-7月4日）

18000 付2022年向烈士进献花篮仪式音响设备租赁费

水电费

邮电费

2178.5 付局机关2022年10月联通固话通信费

2236.78 付局机关2022年9月电信固话通信费

手续费

609 付袁伟峰、张襦升等3人11月8日海口飞北京机票退票费

200 付肖艳办理原文体局零余额户印鉴变更手续费

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

600 付黄舸、谢晓平赴万宁出席2022第六届海南亲水季闭幕式住宿费

1120 付帮扶责任人李家富2022年10月交通补助

1600 付冯所郁、叶丽青2022年10月下乡扶贫交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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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办公经费

差旅费

2400 付帮扶责任人吴骁江、罗明文、冯文沧2022年10月下乡扶贫交通补助

160 付韦世新、郑郁凰调研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交通补助

160 付韦世新、郑郁凰赴潭丰洋省级湿地公园调研交通补助

工会经费

其他交通费

2 人员支出

3 工作午餐费

4 误餐费

120 付李文和何欣疫情防控指挥部值班误餐补助

280 付韦世新、郑郁凰加班误餐补助

240 付林志波、蔡爱娃加班误餐补助

720 付袁伟峰、黄华等7人加班误餐补助

1024 付帮扶责任人李家富2022年10月误餐补助

2040 付帮扶责任人吴骁江、罗明文、冯文沧2022年10月下乡扶贫误餐补助

1360 付冯所郁、叶丽青2022年10月下乡扶贫误餐补助

2080 付吕跃进、郑刘宝2022年10月参加疫情防控督导工作误餐补助

2835 付局机关疫情防控转运专班工作误餐费

440 付冯永健、吴刚、李文、陈海文国庆值班误餐补助

160 付王旻、李文值班误餐补助

160 付邹水生、何欣疫情指挥部值班误餐补助

680 付许丽娜加班误餐补助

160 付韩佩婷中秋节加班误餐补助

320 付余员贵、肖亚、陈前响、庄海中秋值班误餐补助

1000 付办公室12人国庆节值班误餐补助

480 付符瑜、王小娜加班误餐补助

2840 付孙军、林芳盼、李海军等12人疫情防控误餐补贴

5 会议费

6 培训费

7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0 付公务车琼AOWH01维修费

410 付公务车琼A0WH01维修费和年审费

8 公务接待费

9 因公出国（境）费用 7384 付局长赴澳门参加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差旅费

10
委托业务

费

劳务费

2000 付创排舞台剧《地名的海口》剧本验收专家评审费

67651.8 付标办劳务派遣人员2022年11月、12月劳务费及年终一次性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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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托业务

费

劳务费

345983.9 付局机关劳务派遣人员2022年11月、12月劳务费及年终一次性奖金

700 付购置农副产品推车包装费

25810.9 付标办劳务派遣人员2022年10月劳务费

131486.95 付局机关劳务派遣人员2022年10月劳务费

1600 付美德村美美沉香谷、高丛村英辉农庄乡村旅游点评定专家评审费

委托业务费

1648850 付我市第五批至第七批核酸检测标签设计制作费用

1227400 付我市第五批至第七批核酸检测标签设计制作费用

720000 付2022年旅文经济运行实时智能监测工作项目首款

20000 付海口抗疫感谢信设计制作费用

78000 付《海口市旅游和文化核心竞争力提升发展研究》课题研究工作费用

73500 付开展我局部分下属单位内部审计工作尾款

28580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射箭项目比赛费用

753299 付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海口代表团综合保障经费（80%）

135455.24 付2022年海口国民体质监测（增补样本）活动费用

199982 付2022年华蒙星第七届幼儿篮球嘉年华总动员赛事活动支持经费

19795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五子棋项目比赛费用

26176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飞镖项目比赛费用

55000 付开展部分下属单位财务收支审计、债券债务、资产清查等审计工作尾款

346360
付“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2022年海口市“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

首款

163000 付五源河体育场项目超概费用审核费尾款

60550 付海口湾演艺中心和海口演艺新空间二期整体运营实施编制尾款

20000 付海口旅文企业疫情防控日常巡查工作费用

198000 付徐京坤朗姆之路跨大西洋帆船赛帆船冠名权经费第二笔款

50000
付海口市旅游文化咨询投诉办件处理工作经费第三笔款（2022.11.1-

11.31）

87897.6
付海口市第七届工会杯旅游饭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2022年全省星级饭店

从业人员服务技能竞赛尾款

5952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攀岩项目比赛费用

16000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网球项目比赛费用

422775 付海口市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咨询指导服务费首款

25692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运会轮滑项目比赛费用

117793.98 付2022年我市滞留旅客数据统计和健康驿站相关工作经费

15708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围棋项目比赛费用

46401.5
付组队代表海口市参加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

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项目比赛费用

咨询费

3000 付明昌塔项目运维管理经费专项审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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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托业务

费

咨询费 8000 付“水木年华再启程”全国巡演海口站审计费用

18000 付方锦龙舞台作品《武侠琴缘》及配套古风市集项目审计费用

11 维修（护）费

6650 付局机关维修办公室2053地板砖费用

40000
付支持清理文明东路市体工队对面的一处空地存在卫生死角杂物和修缮损

坏墙体

12
专用材料
购置费

专用材料费 820750 付采购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海口代表团装备服装首款

被装购置费

专用燃料费

13 设备购置

办公设备购置 16560 付局机关办公室2037采购12张桌子和活动柜费用

专用设备购置

10000 付购置农副产品摊位车费用

341600 付2022年海口文化室文化设施配备项目首款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
新

14
其他公用

支出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500 付罗扬威和杨磊2022年10-12月工作午餐费

20000 付海口旅游温馨服务正能量引导媒体宣传报道服务费

358300 付2022年帆船运动推广活动费用

60000 付2022年海口体育形象推广工作费用首款

100000
付“人间正道--十年新跨越奋进自贸港”迎接党的二十大系列宣传项目费

用

900 付购置农副产品推车运输费

职工探亲旅费和生活补
助

1200 付乡村振兴队员李家富2022年10月生活补助和探亲旅费

2204 付乡村振兴队员吴坤舜2022年10月下乡扶贫生活补助和探亲旅费

4672 付乡村振兴队员叶子铖2022年9-10月下乡扶贫生活补助和探亲旅费

2404 付乡村振兴队员郑云2022年10月下乡扶贫生活补助和探亲旅费

年度考核奖励 6000 付局机关处级干部2021年年度考核奖励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108571.93 转回2022年在职人员残疾人保障金

基础设施建设 301840 付海口市道路旅游标识牌建设项目尾款

救济费 43050 支持玉下村、溪南村购帮扶化肥费用

其他交通费

14100 付庄海2021年10月-2022年12月公务交通补贴

32500 付保障市民前往五源河体育场参加2022中超开幕式揭幕战交通费

费用补贴

2715054.92 付五源河体育场运营两场跨年演唱会补贴费用

21450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38825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1100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1925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14850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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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公用

支出

费用补贴

605000 付受疫情影响停飞新开境外航线补贴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3300 付退休党支部书记葛平海2022年1-11月工作补贴

6080 付购买14名荣退同志及2名退休干部代表中秋慰问品费用

退休费事企差

2430.7 付原人大会堂退休人员蒙雅琴2022年12月“事企差”相关补贴

2430.7 付原人大会堂退休人员蒙雅琴2022年11月“事企差”相关补贴

2430.7 付原人大会堂退休人员蒙雅琴2022年10月“事企差”相关补贴

15
基建项目

支出

海瑞文化公园

3399346.57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费

540000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代建管理费

208837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监理费

165000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文物影响评估费

273359.87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勘测费

124100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

30000000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工程费

558406.09 付海瑞文化公园提升改造项目清表工程款

海口湾畅通工程6号高标
准驿站项目

12232490.69 付海口湾畅通工程6号高标准驿站项目代建管理费

302471.03 付海口湾畅通工程6号高标准驿站项目监理费

187244.5 付海口湾畅通工程6号高标准驿站项目代建管理费

1  经营税金支出

2  其他经营支出

（三）其他资金支出

（四）工会户支出

要求：各部门结合本单位实际，详细公开财务收入支出等情况，表格的科目（项目）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可自行增加，内容较多无法填入的（备注：详见附表），可以列表或文字详细说明作附件的
形式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对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保密性信息，都应公开。严禁“选择式公开”“包裹式公开”“一过式公开”等形式主义公开。公开时间：每月25日
前公开上一个月的财务收支情况；公开范围：本单位（部门）全体干部职工；公开方式：在单位内部公告栏公开的基础上，还需在内部网站和新媒体工作群（微信群、QQ群、钉钉群等）进行公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