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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民族团结杂志社概况

一、基本概况

民族团结杂志社是国家民委主管的司局级文化事业单

位，成立于 1985 年，编辑出版发行以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

策，全面反映我国民族工作成就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民族》

杂志汉文版、蒙古文版、朝鲜文版、英文版和维吾尔文汉文

对照版、哈萨克文汉文对照版，运营中国民族网及汉、蒙古、

维吾尔、哈萨克、朝鲜 5 种文字的中国民族微信公众号。

目前，杂志社设有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出版发行

部、事业发展部、新媒体中心、汉文编辑部、蒙古文编辑部、

维吾尔文编辑部、哈萨克文编辑部、朝鲜文编辑部和英文编

辑部等 12 个部门。

《中国民族》（原名《民族团结》）杂志汉文版创刊于 1957

年 10 月。1987 年《中国民族》杂志蒙古文版创刊，1988 年

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创刊，1989 年朝鲜文版创刊，上述

4 个少数民族文版编采业务相对独立，内容与汉文版不尽相

同。1991 年，杂志社在乌鲁木齐设立新疆分部，维吾尔文编

辑部、哈萨克文编辑部在乌鲁木齐办公。2001 年，当时的 5

种文版统一将《民族团结》刊名更改为《中国民族》。2003

年创办英文版。2019 年，《中国民族》杂志维吾尔文版、哈

萨克文版变更为维吾尔文汉文对照版、哈萨克文汉文对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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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6 种文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汉文版为月刊，

英文版为季刊，其余为双月刊。创刊至今，《中国民族》杂

志始终坚持面向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领域，服务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民族工作，准确阐释党的民族理

论政策、生动记录各民族团结奋斗繁荣发展交往交流交融历

程、深入报道民族工作成就，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交融，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取得了

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益。

二、单位领导

党委书记、社长：张庆安；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李小

林；副社长、副总编辑：邵彬；副社长：满吉拉；纪委书记：

虞晖。

三、联系方式及其他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邮编：100013；

电话： 010-64278522 ，传真 ： 010-64278522 ；网址 ：

http://www.56-china.com.cn/（中国民族汉文网站）；微信

公众号：中国民族、中国民族蒙古文版、中国民族维吾尔文

版、中国民族哈萨克文版、中国民族朝鲜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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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民族团结杂志社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杂志社 2019 年度收入总计 2350.07 万元（其中：本年

收入 2087.87 万元，上年结转 262.69 万元）。2019 年度收入

总计 2350.07 万元比 2018 年 2087.87 万元增加 262.2 万元，

是 2018 年的 12.56%。

2019 年度支出合计 2203.16 万元比 2018 年 1825.18 万

元增加 377.98 万元，是 2018 年的 20.71%。

2019 年结转 146.91 万元。

二、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本年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杂志社 2019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2087.38 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 1345.91 万元，占总收入的 64.48%；经营收入

741.47 万元，占总收入的 35.52%）。2019 年本年收入 2087.38

万元比2018年2062.85增加24.53万元，是2018年的1.19%。

三、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杂志社 2019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2203.16 万元。基本支

出 347.4 万元，占总支出的 15.77% ；项目支出 1020.3 万元，

占总支出的 46.31%；经营支出 835.46 万元，占总支出的

37.92%。2019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2203.16 万元比 2018 年支

出合计1825.18万元增加377.98万元，是2018年的 20.71%。

四、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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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370.36 万元（其

中：本年收入 1345.91 万元，上年结转 24.45 万元）。

2019 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370.36 万元比 2018 年

1297.61 万元增加 72.75 万元，增长 5.61%。

杂志社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1367.7 万元（其中：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62.3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05.34 万元），本年财政拨款结转 2.66 万元。

2019 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1367.7 万元比 2018 年 1273.16

增加 94.54 万元，增加的原因是 2019 年财政拨款增加。

五、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杂志社 2019 基本支出 347.4 万元，全部为人员经费，

全部为工资福利支出（其中：基本工资 38.88 万元，津贴补

贴 65.0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 48.69 万元，职

业年金缴费 122.4 万元，住房公积金 72.34 万元）。2019 基

本支出 347.4 万元比 2018 年 306.16 万元增加 41.24 万元，

是 2018 年的 13.47%。

六、关于杂志社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杂志社无“三公”经费财政拨款。2019 年度三公经费情

况，无公务招待费；年末公务用车 1 辆，车辆维护费 5.25

万元（含租用一辆公车维护费），单位自有资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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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社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认真贯

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精神，按照只减不增

原则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