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项执行明细项目 项目执行单位
收款单位
（人）

年初预算数 实际拨付数

文化事业发展专项： 1,258.00 1,232.65

文广新局 市文广新局 总计

一 文化惠民活动经费 182 176.3

1 “激情周末”广场文艺演出 文化馆 20 20

戏曲大赛评委费 过之红、吴晚龙 0.1

演出用U盘 无锡京东贸易有限公司 0.03

演出用硒鼓2只 无锡力卓电脑有限公司 0.02

演出塑料椅\扎丝\插座 南长区优益得办公用品经营部 0.54

参加民歌赛马差旅费 林琰\徐圆\胡琦文 0.25

江苏省第六届戏曲大赛差旅费 马绍闯 0.14

红歌会专场、知青专场误餐费 浙江老娘舅餐饮有限公司无锡崇安寺分店 0.03

方庙社区外请节目演员劳务费 刘婷 0.05

江阴城东街道学员劳务费 徐峥\张菁菁 0.1

锡剧院专场、湖光之声专场、江南太极
专场、花蕾专场、少年宫专场、慈善环

崇安区爱姆炒菜馆 0.35

方庙社区专场误餐费 滨湖区湘味传奇酒楼 0.02

久久歌舞团专场误餐费
上海东利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锡百东广场
分公司

0.01

戏曲团专场误餐费 无锡异能餐饮有限公司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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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戏曲舞蹈工作室专场误餐费 惠山区钱桥新齐饺子馆 0.01

百乐广场专场误餐费 惠山区钱桥柠檬小镇餐饮店 0.03

购活动用办公用品 无锡市百科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0.44

激情周末宣传手册制作费 无锡市治隆广告有限公司 4.1

江阴城芝街道专场演出舞台背景设备费
用

张家港市巨星影演文化有限公司 1.3

艺之韵专场餐费 无锡市北塘区蛟龙饮食店 0.01

小银星专、河埒口专场场餐费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 0.06

艺之韵专场餐费 西藏绿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0.02

演出设备搬运费 无锡美新搬家运输有限公司 3.45

支付1-5月演出外请人员劳务费 仲其利姜贵平 0.28

东亭社区节目劳务费 刘婷姜白明 0.2

东亭社区专场餐费
南京味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华厦南路分
公司

0.04

江阴连心富民专场租车费 无锡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0.13

1-5月演出舞美费用 无锡美顺会展有限公司 3.02

活动用饮用水 梁溪区健康路庭泉供水站 0.18

停车费 孙聪 0.02

走进利华广场劳务费 徐子尧、周莹、冯永祥、凤莉 0.2

走进上马墩节目劳务费 肖妹子、王建亮、谢铭杰、周红英、华滨 0.35

邮寄材料 无锡市顺丰速递有限公司 0.01

优秀作品巡演 崇安区川香汇餐饮店 0.02

老战士艺术团、05街舞俱乐部、京音京
剧团专场、管弦协会专场午餐费

无锡知味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1



走进路庄村节目劳务费 张菁菁、王建亮、谢铭杰等7人 0.35

走进路庄村演出设备租赁费 宜兴华艺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1

走进路庄村费工作人员误餐费 宜兴新建镇国君饭店 0.12

支付摄影比赛服务费 无锡摄影家协会 1

支付复印件年保及加粉费 无锡市万能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0.08

广场舞比赛误餐费 百乐广场 0.02

广场舞比赛误餐费 惠山区钱桥鱼虾虾石锅鱼餐饮店 0.02

成诚沪剧专场 梁溪区毛婉亭小吃店 0.01

停车费 马绍闯、孙聪 0.02

马绍闯作品《送君好景君须知》制作费 南京黑胶碟音像出版代理中心 0.57

马绍闯送作品差旅费 马绍闯 0.16

广场舞比赛闪光拍手器 福州市台江区心梦贸易有限公司 0.09

广场舞比赛节目单印刷费 无锡火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8

广场舞比赛误餐费 无锡市诚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04

外聘人员劳务费 姜桂平\仲利其\许成文 0.44

金匮街道节目劳务费 姜白明 0.1

河埒口专场节目劳务费 姜白明\刘婷\胡俊杰 0.18

2 东林文化讲坛 图书馆 10 10

陈晓律 0.3

陶思炎 0.2

讲师讲课费



陈子善 0.3

山奇 0.2

华文进 0.2

顾颖 0.1

张晨阳 0.1

马渭源 0.3

胡阿祥 0.3

潘一东 0.2

蔡天新 0.3

唐忠宝 0.15

赵本夫 0.3

缴纳讲师讲课费个人所得税 无锡市地方税务局 0.41

讲师往返火车票等 0.24

讲师餐饮费 金玉良缘大酒店 0.09

讲师餐饮费 无锡同庆楼茂业店 0.24

讲师住宿费 无锡视觉锦豪酒店有限公司 0.02

讲座票印刷费 无锡报业延嘉创意快印股份有限公司 0.58

《锡图广角·讲座专题》印刷费 无锡市广新印刷厂有限公司 0.46

《锡图广角·讲座专题》彩页摄影作品使用

费
周榕 0.01

讲座活动宣传费(公交、地铁TOP海报) 无锡广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3.45

宣传海报、喷绘、背景等制作费 崇安区永君字牌制作经营部 1.55

讲师讲课费



3 东林国学讲堂 东林书院 5 5

金龙凤饭店 邓州花洲书院来学习交流工作餐 0.04

柯小刚 讲课费（含个税） 0.23

无锡市和运烟酒店 讲堂活动用瓶装水 0.09

无锡市江大集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宣传资料制作费 0.93

无锡市红火摄影图片工作室 讲堂等活动制作费 1.12

姜锡芳 国学讲堂讲课用白板 0.03

唐存才 讲课费（含个税） 0.23

张辉 讲课费（含个税） 0.08

无锡市和运烟酒店 会议瓶装用水 0.13

无锡市红火摄影图片工作室 国学讲堂等活动制作费 0.65

王建源 董晓 刘川 叶建兴 等10人 东林先贤廉洁名言书法笔会润笔费 1.05

无锡市红火摄影图片工作室 展览布置费 0.1

无锡市嘉诚画廊 作品装裱费 0.29

无锡市江南艺术社有限公司 宣纸、墨汁等活动材料费 0.03

4 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图书馆 7 7

读者活动宣传《锡图风》印刷费12期 无锡市文化印刷厂有限公司 1.34

《导读》等宣传页印制费 无锡市文化印刷厂有限公司 0.57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标识、图书馆馆室标识灯

箱制作
无锡市治隆广告有限公司 0.33

展览展板制作、喷绘、写真设计制作、安装

费
崇安区永君字牌制作经营部 2.1

购爱我中华 扬我国威——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0周年图片展、凝心聚力 砥砺奋

进——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图片展等宣

北京鸿博瑞华文化交流中心 0.05

爱我中华 扬我国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图片展、凝心聚力 砥砺奋进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图片展等展览

无锡市江南艺术社有限公司 0.06

抗战子恺漫画展、民国时期漫画家孙之俊作

品展巡展运费
无锡市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0.16

“观我”叶景吕肖像志巡展运费 无锡一诺佰世货运有限公司 0.08

写春联送祝福、元宵剪纸、国庆书法献寿等

活动用品
无锡市南长区周氏长庚笔庄 0.12

“世界读书日”无锡市青少年圆盘创意设计

比赛活动用品、证书等费用
无锡招商城奥多文化用品商行 0.06

书画笔会进社区、读书沙龙、文博会参展系

列宣传活动租车费
无锡东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0.27

吴文化专题讲座、艺术沙龙专题讲座讲课费

曹荣之150元、许继琮150元、陈国华150元、唐尧

根150元、吴琦华150元、尤荣福150元、王金中150

元、李文扬150元、陈振康150元、富耀南150元、

许文龙150元、任诚章300

0.23

“今天我主讲”讲课费 王海兰300元、龙洋子300元、马文溪300元 0.09

“今天我主讲”亲子问茶习功夫主题活动用

品
无锡问茶茶文化有限公司 0.03

“今天我主讲”讲座票印刷费 无锡报业延嘉创意快印股份有限公司 0.02

文博会参展系列宣传活动观展折页等印制费 无锡市文化印刷厂有限公司 0.63

文博会参展系列宣传活动古典火漆印演示 时继锋500元、谈闻安500元 0.1

文博会参展系列宣传活动彩绘书签展示 黄建群200元、谈映芝200元、孟云华200元 0.06

“阅读使者全城行”活动用品 无锡招商城奥多文化用品商行 0.02

总分馆工作座谈会活动用品 无锡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0.15



“国际盲人节”好歌会活动用品 扬州畅之游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0.1

视障读者游园活动租车费 无锡市锦江快线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0.08

视障读者新年座谈会活动用品 无锡萌悦轩食品有限公司 0.09

书评员表彰会、志愿者表彰会等专题活动用

品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0.24

各类活动照片冲印费 无锡新区红霞照相馆 0.02

5 对外文化交流及引进高雅艺术活动 对外中心 20 20

引进高雅艺术 无锡大剧院 20

6 “电影城乡行”公益放映活动 影剧公司 15 15

片租 江苏幸福蓝海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6

氙灯 北京新天光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4.09

工作服 崇安海轩服饰店 0.14

汽油费
无锡市大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江苏无锡分公司

2.12

放映劳务费 朱秋红、施筱洁等 2.65

7 农家书屋专项资金 文广新局 20 20

四星级示范农家书屋答辩评审费 专家评审费 0.3

无锡市通普计算机有取公司 1.98

江苏怡信天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2.98

农家书屋更新图书采购 无锡市新华书店 11.06

星级农家书屋奖励电脑



南京先锋图书无锡惠山分公司 0.96

无锡市百草园书店有限公司 0.95

春风行动手拉手活动图书 无锡市新华书店 1.77

8 《太湖》杂志“文化惠民”送基层专项 太湖杂志社 30 30

杂志邮寄费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28

杂志印刷费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4.1

杂志稿费 范铃 0.49

太湖杂志第一期发行费（邮寄、运输、材料

损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51

太湖杂志印刷费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2.35

送变更材料差旅费 石俊玲 0.03

太湖杂志2017年第一期稿费 范铃 3.8

杂志制作费 无锡锦瑟设计工作室有限公司 0.61

太湖杂志编辑费（3月） 宋丁羿 0.18

太湖杂志印刷费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2.35

太湖杂志编辑费（3月） 张怡 0.3

太湖杂志校对费（3月） 濮瑜翔 0.25

太湖杂志编辑费（3月） 陆永基 0.3

太湖杂志发行邮寄费（材料损耗、运输费）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63

杂志邮寄费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31

太湖杂志4月校对费 濮瑜翔 0.25

省五星级农家书屋图书



太湖杂志编辑费（4月） 宋丁羿 0.18

太湖杂志编辑费（4月） 陆永基 0.3

太湖杂志编辑费（4月） 张怡 0.3

太湖杂志稿费退款重汇手续费 陈华 0.01

杂志印刷费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4.23

省期刊协会2017年会费 江苏省期刊协会 0.08

省期刊协会2017年会费 江苏省期刊协会 0.15

代扣电话费 太湖杂志社 0.2

杂志年检差旅费 曾宪榕 0.08

太湖杂志购办公用品 无锡中百文仪商贸有限公司 0.06

参加中国散文高端论坛 苏迅 0.75

太湖杂志5月校对费 濮瑜翔 0.25

太湖杂志编辑费5月 陆永基 0.3

太湖杂志编辑费（5月） 张怡 0.3

太湖杂志第三期发行费（邮寄、运输、材料

损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59

杂志制作费 无锡锦瑟设计工作室有限公司 0.61

太湖杂志编辑费5月 宋丁羿 0.18

太湖杂志社电话费 太湖杂志社 0.2

太湖杂志编辑费（6月） 陆永基 0.3

太湖杂志6月校对费 濮瑜翔 0.3

太湖杂志编辑费（6月） 张怡 0.3



太湖杂志编辑费（6月） 宋丁羿 0.2

赴苏州参加江苏书展 曾宪榕 0.36

江苏书展宣传制作费 滨湖区吉文图文设计工作室 0.1

太湖杂志社电话费 太湖杂志社 0.2

杂志邮寄费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 0.3

杂志印刷费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2.43

9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 文化馆 25 25

2017春季班购办公用品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0.12

重庆大渡口区文化包创作经验交流餐费
、全市基层文化馆合唱与指挥培训餐费

无锡市阿福楼大酒店有限公司 1.99

支付宣传品制作费 无锡市治隆广告有限公司 0.22

周宇参加省戏曲文学评选辅导差旅费 周宇 0.11

文化馆特色团队选拔评委费用 过之红、钱铁民、厉以俐 0.24

购培训材料 无锡市聚画楼美术用品商店 0.03

林琰南京培训差旅费 林琰 0.14

全市基层文化馆合唱与指挥培训老师授
课费

马琼 0.4

与你同行公益培训汇报演出服务费、
LDI杯少儿艺术大赛舞台灯光大屏搭建

无锡壹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51

戏曲创作业务培训餐费 无锡喜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0.08

会议室用电动投影仪 江苏中科新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9

戏曲创作业务培训老师讲课费 倪明 0.6

戏曲创作业务培训老师讲课费 刘涛 0.2



培训值班误餐费 无锡壹家益生活餐饮有限公司 0.02

戏曲创作业务培训老师住宿费 无锡梁溪饭店 0.13

戏曲创作业务培训老师差旅费 倪明刘涛 0.05

LDI杯少儿艺术大赛策划费 江苏大地东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6

西水乐坊外聘老师排练费 杨力李圳 0.09

LDI杯少儿艺术大赛宣传资料费 无锡世联广告有限公司 0.55

LDI杯少儿艺术大赛租场费 无锡大剧院保利管理有限公司 3

支付（大漠随想）排练费 李圳 0.26

全市基层文化馆（站）锡剧培训班餐费 黄静慧 0.4

支付笛、箫培训班讲课费 无锡市文化艺术创作中心 0.5

购墨合5个 无锡力卓电脑有限公司 0.1

购办公用品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0.1

春季公益培训老师讲课费
强松、郝文文、沈梦呤、黄雪敏、文勇智、
仲臧琦、王建亮、张菁菁、李泰州、王玉娟

4.47

10
无锡市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与需求调查
专项经费

文广新局 10 8

无锡市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与需求课题
研究

无锡市统计学会 8

11 书香城市创建专项资金 文广新局 20 16.3

阅读推广手册印刷制作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 1.59

第四届十大书香家庭宣传片制作费 无锡香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阅读季启动仪式设计制作 滨湖区吉文图文设计工作室 1.31

阅读季启动仪式策划筹备等 无锡热线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7.97

第四届故事大王比赛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2.5

书香樱花季制作费 无锡远嘉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0.49

差旅费 差旅费 0.09

阅读季启动仪式图书赠阅 无锡市新华书店 0.35

二 文化艺术创作 140 140

1 文化发展集团 文发集团 无锡市文发集团

服装费 北京耘木雨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

录音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0.87

住宿费 浙江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 0.2

租车费 无锡市绿洲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51

文化服务视频 无锡市锡山区星韵艺术团 0.21

化妆品 无锡市广益商城副食品批发市场 0.54

服装 无锡市林氏贸易有限公司 0.75

表演服装设计及服务费 镇江联友历代服饰工艺品有限公司 0.76

戏剧用品 姑苏区荣盛戏剧用品店 0.28

戏剧用品、化妆品等 禹州市宏远戏具用品部 0.52

布料 无锡市龚巷纺织品经营部 0.06

木胶、红丝绒 无锡市北塘区招才五金机电商行 0.02



万向轮 北塘区华亭五金商行 0.13

防水油布、颜料、油漆、五金等 无锡市海龙五金工具店等 0.22

演出用电池 无锡市民泰电工器材经营部 0.05

喇叭线、插头 无锡市万顺视听器材经营部 0.07

胶带、插座、胶等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广州荔湾区诺威奇
电子商行等

0.04

李永祥、郭燕飞等差旅费 付李永祥、郭燕飞等 0.46

快餐费 无锡汇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0.73

许文海、王根红劳务费 付许文海、王根红等 1.81

运输费 无锡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1.52

搬运费 无锡万家乐搬王搬家运输有限公司 0.52

戴渊等差旅费 付戴渊、周旻珂、潘华等 2.83

倪艺琳、赵惠发工资 付倪艺琳、赵惠发 0.11

运输费 无锡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0.5

外请人员补贴 高艺胜、鲁振涛 0.4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08

住宿费 南京玉澜庭酒店 3.54

餐费 南京市秦淮区韩进餐饮店等 0.22

许文海等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0.17

凤冠 何红强 0.06

服装费 杭州蓝玲艺术服饰有限公司 2.87

无线话筒一套 苏州韵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



王晓光等演出差旅费 付王晓光、惠海峰等 0.61

餐饮 无锡市崇安区洁丰饭店 0.13

手套、扎带 无锡市海龙五金工具店等 0.04

快餐费 无锡丽华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0.15

小王彬彬等演出补贴 王建伟 、许良等 0.7

大客车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36

王超创作费 王超 0.25

李闯创作费 李闯 0.3

餐费 南长区秦彩饮食店 0.07

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05

场租费 无锡市人民大会堂 0.06

干冰费 无锡逸晨礼仪策划有限公司 0.13

发饰 陈映遐 0.13

化妆品、耳环、发片 姑苏区罗门婚纱背景道具制作厂 0.19

碎发、头花 嵊州市千雨和依戏服装店 0.09

运输费 无锡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4

餐费 无锡君广场有限公司君来 0.28

快餐费 无锡丽华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0.88

许文海等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1.83

餐饮费 无锡梁溪饭店 0.4

无线话筒 苏州韵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



住宿费 无锡瑞源酒店有限公司 0.45

餐饮
宜城街道敏慧餐店、宜兴市文化中心管理办
公室

0.22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1

纱幕 无锡市龚巷纺织品经营部 0.5

设备租赁 南长区博怡舞美视听设备服务部 2.6

舞美维修制作费 上海锴壹视听工程有限公司 0.33

运输费 无锡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0.5

王建伟演出费 王建伟 1

喷绘等制作费 无锡博雅特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0.2

快餐 无锡丽华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0.02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25

喷绘、户外旗布服务费 新吴区易润喷画设计工作室 0.16

地毯 无锡招商城万千日用小商品商行 0.26

演出用电池 无锡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0.04

戏剧穗子、手帕 苏州绣裳花刺绣艺术有限公司 0.02

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2

导演住宿费 上海教育会堂 1.22

光盘制作费 无锡市聚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24

运输费 无锡华诚物流有限公司 0.92

舞台搭建 无锡博雅特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1.23

演出差旅费 惠海峰、戴渊等 1.24



2 《二泉》创作费 无锡市文发集团 70 70

舞台美术制作 星辉舞台（北京）艺术有限公司 70

三 文化人才培训 文广新局 40 40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文印费 无锡科嘉文快印有限公司 0.22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矿泉水 无锡市金仕图书有限公司 0.02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餐费 同庆楼餐饮有限公司 0.91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文具费 无锡大有企家商贸有限公司 0.02

全市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讲课费 讲课费 0.34

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培训费用 高铁车票费 1.17

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培训费用 红旗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10.77

文物保护工作培训班费 苏州南林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3.55

文物保护工作培训班租车费 苏州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0.12

文物保护工作培训班差旅费 差旅费 0.33

文物保护工作培训班讲课费 讲课费 0.6

文化业务骨干培训 浙江大学 10.4

文化业务骨干培训餐费 杭州尊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17

文广新系统会计人员业务培训费 上海财经大学 2.7

文广新系统会计人员业务培训餐费 无锡梁溪饭店 1.28

吴韵书香培训活动图书款 无锡市新华书店 1.2



吴韵书香培训班会议资料手册印刷费 无锡科奇商务印刷公司 0.1

吴韵书香培训班住宿、会议费用 宜兴荆溪宾馆有限公司 3.1

四 文化遗产保护专项 文广新局 191 175.74

1 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专项经费 90 89.5

第五批市保及市控单位二线划定 无锡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89.5

2 名人故居修缮费用-薛福成故居 60 45.24

薛福成故居屋面屋脊维修工程75%进度款 无锡市园林古典建筑有限公司 43.79

屋面修缮监理费 江苏园景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46

3
无锡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及成果
展专项经费

10 10

展览制作费 顺通图文工作室 10

4 “梁溪遗韵”出版经费 10 10

《梁溪遗韵》制作费 无锡红五星展示策划制作有限公司 10

5 薛福成故居传统节庆文化演示传承活动 薛福成故居 6 6.00



安装景区出口门禁系统 无锡鸿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0.17

导览标识、安全警示标识 苏州君诺标识有限公司 0.62

购灭火器 无锡安悦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0.19

购西花园、后花园等垃圾桶4只 公务卡（淘宝） 0.16

医务室设施添置 公务卡（淘宝） 0.23

游客中心排椅3套 公务卡（淘宝） 0.18

游客中心童车 公务卡（淘宝） 0.01

付电费 无锡市供电局 0.32

付电费 无锡市供电局 0.01

付水费 无锡市自来水公司 0.17

付制作费 无锡市凯诚电脑图像设计服务部 0.32

宣传资料印刷 无锡市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0.38

家讲堂展板设计制作费 无锡市凯诚电脑图像设计服务部 0.12

国庆、中秋演出费 耿亚萍 陆锡洪 夏秋霞 徐天成 陈承红 吴燕萍 0.12

春节、元宵节庆活动演出费 耿亚萍 陆锡洪 夏秋霞 徐天成 陈承红 吴燕萍 0.30

计提编外用工活动加班费 胡晔新 邵敏等 0.35

计提编外用工活动加班费 胡晔新 邵敏等 0.06

计提编外用工节庆活动加班费 胡晔新 邵敏等 0.34

计提编外用工节庆活动加班费 胡晔新 邵敏等 0.09

节庆劳务费 蒋伟忠 0.05



元宵节节庆活动策划实施服务费 无锡闻游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0.67

端午节活动费 无锡闻游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0.41

重阳节活动策划服务费 无锡闻游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0.50

购纯净水 公务卡（淘宝） 0.00

购垃圾袋、抹布等 公务卡（淘宝） 0.13

购卫生间卷纸、抽纸 公务卡（淘宝） 0.04

电蚊香片 公务卡（淘宝） 0.01

卫生间装饰画 公务卡（淘宝） 0.03

元宵节活动志愿者工作餐 公务卡（淘宝） 0.01

6 古籍修复 图书馆 15 15.00

地方文献扫描装订费 常州清砚广告有限公司 2.00

民国时期无锡地方报纸数据库加工费 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 10.00

民国地方期刊数字加工费 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 3.00

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传承补贴 文广新局 330 330.00

1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补贴 100+50=150 150.00

2017年市级非遗传承人补贴（143人） 非遗传承人补贴（143人） 28.6

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采集拍摄 无锡市偶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

非遗美术大赛承办费 无锡市工艺美术学会 20

非遗传承补贴（精微绣） 无锡市赵红育刺绣艺术 50



惠山泥人传承保护带徒 无锡市惠山泥人厂有限责任公司 31.4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类保护补贴
300-50-
70=180

180

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等

0.62

设备租赁 南长区博怡舞美视听设备服务部 3

运输费 无锡华诚物流有限公司 0.66

汽车修理费 江苏明乐汽车有限公司 0.08

汽油费
中石化壳（江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0.02

课时费 李梦恒、朱晓琳等 2.64

汽油费
中石化壳（江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0.05

食品 无锡悦家商业有限公司 0.08

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等

0.18

学员演出补贴 黄云茜、杨文娇、孙崎等 5.02

演出用电池 无锡洁百丽贸易有限公司 0.04

餐费 无锡市蔡阿水羊肉店 0.47

装饰品、厢鞋 许昌县鸿运发制品工具销售部 0.07

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18

过路费 江苏高速公路 0.03

临时工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1.96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95

运输费 无锡华诚物流有限公司 2.08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05

戴渊等差旅费 戴渊、杨美红等 11.76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16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03

演出差旅费 蒋玲、顾忆等 1.04

锡剧进校园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58

2-3月课时费 钱栋涛、朱晓琳、殷晓刚等 1.62

3月份演出差旅费 戴渊、惠海峰等 1.07

锡剧进校园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等

0.31

课时费 钱栋涛、朱晓琳、殷晓刚等 0.9

临时工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0.37

戏曲碟片 扬州扬子江音像有限公司 0.57

进校园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等

0.46

5月课时费 钱栋涛、朱晓琳、殷晓刚等 1.16

赵敏洁等差旅费 顾丽凤、赵敏洁等 0.5

锡剧进校园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26

餐饮费 无锡戏码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12

设备租赁费 南长区博怡舞美视听设备服务部 0.4

学员演出补贴 黄云茜、杨文娇、孙崎等 5.02

餐费 无锡丽华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0.04

运输费 无锡华诚物流有限公司 0.7



6月课时费 戴渊、徐悦、朱宏敏等 0.9

餐饮费 无锡市崇安区洁丰饭店 0.03

申岳军等人补贴 申岳军、杨传道等 1.54

场地出租费 无锡市人民大会堂 3.56

摄制费用 无锡邦瑞—电脑经营部 0.5

临时工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0.67

潘华等差旅费 潘华、惠海峰、周旻珂等 7.21

演出用电池 无锡洁百丽贸易有限公司 0.06

汽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12

大客车过桥过路预充值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0.2

临时工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1.07

演出便餐 宜兴市宜城街道君品乐餐馆 0.81

餐费 江阴市周庄东池便当餐饮店 0.16

大屏费用 无锡新弘扬传媒有限公司 0.2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12

餐饮 梁溪区瑞瑞小吃店 0.17

雨披、裤腰带 葛青华 0.02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88

9月份进校园课时费 朱争、黄静、吕晨等 1.42

装饰品 无锡招商城万千日用小商品商行等 0.8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5



惠海峰等演出差旅费 惠海峰、朱俊华、周旻珂等 6.07

餐费 江阴市周庄聚鑫楼酒店 0.5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07

餐费 梁溪区瑞瑞小吃店 0.34

餐饮费 南长区乐文峰饭店 0.31

餐费 崇安区爱姆炒菜馆 0.43

进校园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49

汽油费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0.48

服装 上海润色服装有限公司 0.51

十月份进校园课时费 钱栋涛、黄静、蒋玲等 1.86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39

舞美制作费 无锡云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0.34

餐费 无锡市阿福楼大酒店 0.43

舞美制作费 无锡博雅特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0.35

运输费 无锡华诚物流有限公司 2.3

话筒大小架，话筒线等
杭州朵普勒科技有限公司、桂州市间博商贸
有限公司等

0.48

SHURE话筒8只 苏州韵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8

临时工劳务费 许文海、杨长恺、凌长华等 3.22

喷绘、户外旗布服务费 新吴区易润喷画设计工作室 0.07

餐费 宜兴市新庄街道环宇餐馆 0.39

餐费 惠山区玉祁尚座咖啡馆 1.16



惠海峰等演出差旅费 惠海峰、朱俊华、周旻珂等 8.54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72

快餐费 梁溪区瑞瑞小吃店 0.03

锡剧进校园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48

11月份进校园课时费 周静华、徐悦、王秋月 1.52

说明书制作费 无锡市华通广告有限公司 1.78

董旭红等补贴 董旭红、吴文刚、曹玮等 2.26

设备租赁费 南长区博怡舞美视听设备服务部 3.98

潘培琼等演出差旅费 潘培琼、钱栋涛、申岳军等 12.92

舞台搭建服务费 无锡市聚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0.32

大屏、灯光等租赁费 无锡市聚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27

学员演出补贴 黄云茜、杨文娇、孙崎等 5.26

设备租赁费 无锡市广视影像制作工作室 1.15

油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无锡销售
分公司

0.11

演出差旅费 雷鸣、周铁虎、吴巧羊等 1.82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13

搬运费 无锡万家乐搬王搬家运输有限公司 0.25

史振华等演出差旅费 史振华、王伟坪、朱宏伟等 2.55

装潢材料 无锡市福惠装饰材料经营部 0.56

装潢材料 无锡市灵灵装饰材料经营部 0.31

运输费 无锡市佳发运输有限公司 0.21



维修费 安恒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0.12

森海配件 广州市艺弦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0.29

钢铁桁架 惠山区前洲洛丁金属制品厂 0.26

舞台背景架租金 无锡市炜佳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2.8

朱宏伟等5月演出差旅费 朱宏伟、陈柯、齐翠香等 3.36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0.06

运输费 无锡佳发运输有限公司 0.56

外请人员5月演出补贴 周铁虎、赵惠元等 0.8

工作餐 无锡丽华快餐管理有限公司 0.1

租车费 无锡绿州接送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0.1

史振华等6月演出差旅费 史振华、王伟坪等 0.16

陈敏等差旅费 陈敏、华滨、邓愈等 3.14

双头戴话筒 无锡市炜佳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0.18

汽油费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无锡石油分公司
等

0.21

运输费 无锡国发运输有限公司 0.24

外请人员7月演出补贴 周铁虎、赵惠元等 0.42

姚君等演出差旅费 姚君、华滨、邓愈等 0.17

外请人员8月演出补贴 周铁虎、赵惠元等 0.2

运输费 无锡国发运输有限公司 0.38

演出租车费用 无锡市铭洲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0.53

综艺节目布景道具制作 无锡市灵灵装饰材料经营部 2.33



综艺节目布景道具铁艺加工 锡山区三强装饰材料门市部 2.78

工作餐 锡山区东港金寨老鹅汤店 0.45

汽油费
中石化壳（江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0.13

舞台租赁 无锡市炜佳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2.2

陈敏等演出差旅费 陈敏、华滨、邓愈等 1.81

运输费 无锡兴茂运输有限公司 0.77

铁艺架制作 锡山区三强装饰材料门市部 3.75

租车 无锡市铭洲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0.15

薛峰等差旅费 薛峰、史振华等 0.31

运输费 无锡兴茂运输有限公司 1.46

汽油费
中石化壳（江苏）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0.06

外请人员演出补贴 周铁虎、赵惠元等 0.92

LED摇头灯12台 广州市宏艺灯光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6.12

投影仪一套 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 0.4

LED灯一套 广州市宏艺灯光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7.45

六 文化、文物资产保护 310 310

1 购书经费 图书馆 250 250

中文古籍类图书《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

刊乡试录》等共计442册
常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6.18

中文古籍类图书《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共

计28册
无锡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28

中文古籍类图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系列》、《历代方志集成系列》等共计680

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馆藏图书有限公司 19.74



中文普通图书3842册 南京凤凰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12.8

中文普通图书16171册 无锡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55.09

中文普通图书10698册 常州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42.01

中文普通图书9651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馆藏图书有限公司 31.88

中文普通图书15438册 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 48.34

2018年度《读秀知识库》 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 12

2018年度《中华数字书苑》 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 15

2018年度《云图有声数字图书馆》 北京云途经纬科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7

2018年度《新东方微课堂》 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8

2 文物征集费用 博物馆 50 50

秦古柳书画作品《纸本设色秋水鸳鸯图
》

惠永康 21

《纸本设色听松高士图》 惠永康 17

成扇《五老赶路图》 惠永康 12

3 无锡画家优秀获奖美术作品收藏专项 美术馆 10 10

冉海泉画作收藏经费 冉海泉 3

顾青蛟画作收藏经费 顾青蛟 3

余尚红画作收藏经费 余尚红 2.5

代扣个人所得税 无锡地税局 1.5



七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管理 文广新局 55 51.71

1 版权保护专项资金 20 19.23

知识产权日无锡版权宣传活动费 无锡深蓝传媒有限公司 1.5

经典导读进社区系列阅读活动 无锡尚善文化交流中心 3

阅读季启动仪式图书赠阅 无锡市新华书店 0.06

全民阅读在线管理系统费 无锡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58

正版软件培训讲课费 讲课费 0.35

版权作品登记服务费 无锡创名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3.5

吴韵书香阅读推广设计制作费 滨湖区吉文图文设计工作室 1.79

软件正版化购买办公软件（永中）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45

2 实体书店扶持资金 20 17.5

实体书店答辩评审费 专家评审费 0.36

无锡市新华书店 3

百草园书店 3

大众书局 3

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公司无锡分公司 2.6

南京先锋图书文化传播公司 3

南京字里行间文化发展公司无锡英特宜家店 2.5

制用费 滨湖区吉文图文设计工作室 0.04

实体书店扶持项目资金



3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管 15 14.98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系统机房托管维护费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公司

9.96

非法调频电台监测费 无锡市滨湖区蓝天交通救援服务中心 1.92

省广电科技创新奖推荐评审费 专家评审费 0.8

广播电视视听评议稿费 稿费 0.23

节目评议编辑记者业务培训费 0.98

无锡视听评议工作情况印刷费 无锡科奇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1.09

八 扫黄打非专项资金 10 8.9

五老网吧义务监督会印刷费 无锡市星联印刷有限公司 0.26

文化娱乐行业研讨培训会务费 无锡金陵大饭店 1.62

会议资料制作费 无锡荣嘉传媒有限公司 0.48

会议讲课费 讲课费 0.1

省出版物审读鉴定培训班差旅费 差旅费 2.42

扫黄打非文化执法宜兴培训租车费 无锡外事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0.24

扫黄打非文化执法宜兴培训讲课费 讲课费 0.2

扫黄打非文化执法宜兴培训会议费 宜兴荆溪宾馆有限公司 2.52

省出版物审读鉴定培训班差旅费 差旅费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