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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主要职责

中国农村杂志社是农业农村部直属的全国性“三农”期

刊出版单位，肩负着宣传党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方针、政策，

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职责。60 多年来，中国农村杂志社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宣传涉农政

策、沟通城乡信息、反映百姓心声，由最初的一本杂志发展

为多刊一网，成为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库、信息源，是“三

农”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和农民致富的有用帮手。现办有《农

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农产品市场》《农村经营管理》

《农村财务会计》《美好生活》《中国村庄》和《农业农村

部公报》等 8 种刊物，并主办中国农村网（www.crnews.net）、

三农头条 APP 和微观三农、农村工作通讯、中国农业农村市

场信息、中国农村经营管理、中国农村财务会计、中国休闲

农业等系列公众号。

二、机构编制情况及人员构成

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总编室、经营管理办公室、财务处、

行政处、《农村工作通讯》《农民文摘》编辑部、《农产品

市场》编辑部、《农村经营管理》《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农业农村部公报》编辑部、新媒体部、通联发行部、对外

合作部。单位所在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 16 号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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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单位实有在职人员 57 人，离休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71

人，全部为经费自理事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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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表 1 部门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0.05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88.0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5.00

三、事业收入 3,224.83 三、农林水支出 160.05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593.80

五、其他收入 622.00

本年收入合计 4,006.88 本年支出合计 4,006.88

其他收入 结转下年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收入总计 4,006.88 支出总计 4,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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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门收入总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单位名

称）

单位代

码
合计

上年结转 本年收入

使用

非财

政拨

款结

余

上

年

结

转

小

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财政

拨款

结转

资金

政府性

基金预

算财政

拨款结

转资金

教

育

收

费

其

他

资

金

本年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财

政拨

款收

入

事业收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往来收入

其他收

入金额

其

中：

教育

收费

小

计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下

级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中国农村

杂志社
4,006.88 4,006.88 160.05 3,224.83 622.00

207

文化旅

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2,788.03 2,788.03 2,166.03 622.00

20706
新闻

出版电影
2,788.03 2,788.03 2,166.03 622.00

2070605 出版发行 125127 2,788.03 2,788.03 2,166.03 622.00

208
社会保

障和就业
465.00 465.00 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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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20805

行政

事业单位

养老支出

465.00 465.00 465.00

2080502
事业单位

离退休
125127 275.00 275.00 275.00

2080505

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125127 190.00 190.00 190.00

213
农林水

支出
160.05 160.05 160.05

21301
农业

农村
160.05 160.05 160.05

2130104 事业运行 125127 52.55 52.55 52.55

2130126
农村社会

事业
125127 107.50 107.50 107.50

221
住房保

障支出
593.80 593.80 593.80

22102
住房

改革支出
593.80 593.80 593.80

2210201 住房公积 125127 140.00 140.00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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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210202 提租补贴 125127 6.00 6.00 6.00

2210203 购房补贴 125127 447.80 447.80 4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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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门支出总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单位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中国农村杂志社 4,006.88 3,846.83 160.05

20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88.03 2,788.03

20706 新闻出版电影 2,788.03 2,788.03

2070605 出版发行 2,788.03 2,788.03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65.00 465.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65.00 465.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75.00 275.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0.00 190.00

213 农林水支出 160.05 160.05

21301 农业农村 160.05 160.05

2130104 事业运行 52.55 52.55

2130126 农村社会事业 107.50 107.5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93.80 593.8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93.80 5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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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40.00 140.00

2210202 提租补贴 6.00 6.00

2210203 购房补贴 447.80 4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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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

财政拨款

一、本年收入 160.05 一、本年支出 160.05 160.0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60.05 (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农林水支出 160.05 160.05

二、上年结转 (四)住房保障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结转下年

收 入 总 计 160.05 支 出 总 计 160.05 1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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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一般共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160.05 160.05

213 农林水支出 160.05 160.05

21301 农业农村 160.05 160.05

2130104
事业运行 52.55 52.55

2130104
事业运行 52.55 52.55

2130126
农村社会事业 107.50 107.50



12

表 6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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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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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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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填报单位：[125127]中国农村杂志社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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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中国农村杂志社所有收入和支出

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1 年中国农村杂志社收支总预算

4006.88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收入预算 4006.88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0.05 万元，占比 3.99%；事业收入

3224.83万元，占比80.49%；其他收入622万元，占比15.52%。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支出预算 4006.88 万元，其中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88.03 万元，占比 69.58%；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465 万元，占比 11.61%；农林水支出 160.05

万元，占比 3.99%；住房保障支出 593.8 万元，占比 14.8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情况

中国农村杂志社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160.05万元。

其中当年拨款收入 160.05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包括项目支出 160.0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1.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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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杂志社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60.05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 243 万元减少 82.95 万元，降低 34.14%。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

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压减了农村社会事

业项目中涉及的非急需非刚需支出，同时合理保障了事业运

行项目支出需求，体现在有关支出科目中。

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60.05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160.05 万元，占比 100%。

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使用情况

2130104 事业运行项目 2021 年预算数为 52.55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增加 24.55 万元，增长 87%，主要是网站新媒

体的数据运维、安全运维、综合运维管理服务经费增加。

2130126农村社会事业项目2021年预算数为107.5万元，

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107.5 万元，减少 50%，主要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减少有关非急

需非刚性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无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

本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无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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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公”经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

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中国农村杂志社 2021 年无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的支出。

十、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中国农村杂志社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570.93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13.43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45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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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称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

包括非本级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投资收益等收入。

二、支出科目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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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7060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新闻出

版电影（款）出版发行（项）：反映图书、报纸、期刊、音

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等方面的支出。

（四）208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

养老支出（款）：反映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

离退休经费。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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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支出。

（五）21301 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反映

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种业、兽医、农机、农垦、农场、

农村产业、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出。

2130104 事业运行（项）：反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

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2130126 农村社会事业（项）：反映农村社会事业方面

的支出。

（六）22102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

房改革支出。

2210201 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

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210202 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

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2210203 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

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

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