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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9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 
（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项目）背景 

2006 年，无锡市为进一步加快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增强无锡文化发展的活力、实力和竞争力，制定《无锡市人

民政府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锡

政发〔2006〕286 号），按照中央、省要求，文化事业建设费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用于文化事业建设。2018 年，经市领导

批准，市财政局同意，无锡市文化事业建设费更名为无锡市

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全市宣传思想

文化发展、理论研究宣传学习、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对外

宣传和新闻发布、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精神文明建设、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市级文化艺术人才引进、宣传文化人才

队伍建设等相关方面和其他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公益性文

化、宣传经费支出，确保全市宣传文化建设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 

（二）专项（项目）依据  

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设立及运行的主要依据

为： 

1、国家级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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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7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

策的通知》(国办发〔2015〕52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4 号）； 

（4）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国

办发〔2017〕25 号）； 

2、省级文件 

（1）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下发<江苏优秀文艺成

果奖励办法（2015 年修订版）>的通知》（苏宣通〔2015〕29

号） 

（2）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大资金投入

繁荣美术创作的意见》（苏文艺〔2015〕12 号）； 

（3）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文化厅“十

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通知》（苏文〔2016〕6 号）； 

（4）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文化建

设迈上新台阶的意见》（苏发〔2015〕17 号）； 

（5）《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

意见》（苏发〔2016〕3 号）； 

3、市级文件 

（1）无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无锡市市级文化事业建

设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锡财行〔2015〕21 号）； 

（2）无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无锡市群众特色文

化团队小额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锡文广新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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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号） 

（3）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社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5〕107 号）； 

（4）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无

锡市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锡宣通

〔2016〕53 号）； 

（5）中共无锡市委办公室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无锡市“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通知》(锡委办

发〔2016〕93 号)； 

（6）《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宣传文

化事业建设专项经费的通知》（锡宣通〔2017〕55 号）； 

（7）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关于印发<无锡市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办法>的通知》（锡宣发〔2018〕12

号）； 

（8）《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关于 2017 年度全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创新项目的通报》（锡宣发〔2018〕5 号）； 

（9）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关于规范评比工作的实施

意见》（锡宣干〔2018〕7 号）； 

（10）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财政局无锡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印发<无锡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带徒传艺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锡宣

发〔2018〕26 号）； 

（11）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无

锡市优秀文艺人才引进暂行办法》的通知（锡宣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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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号）等文件。 

（三）专项（项目）组织管理 

无锡市委宣传部为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

金的主管部门，下设 15 个处室和 2 个下属单位（中共无锡

市委讲师团和《无锡宣传》读者服务部）。 

其中，办公室负责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的预算编

制、申报和跟踪管理及绩效考核。 

各责任处室（包括下属单位市委讲师团）负责宣传文化

建设专项明细项目预算的申报、明细项目执行和项目运作动

态监控管理以及项目年度目标的实现。 

（四）专项（项目）实施内容 

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使用内容主要为： 

1、全市重大（重点）文化活动补助，群众文化活动的

引导扶持、展示演出和评比奖励，文化艺术交流和展示活动； 

2、扶持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哲学社会科

学等优秀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生产、省级以上重点文化奖项

配套扶持，优秀文艺作品及群众文化奖励； 

3、新闻舆论引导、先进典型宣传、城市形象宣传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 

4、泥人、锡绣、锡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5、市级文化艺术人才的引进，宣传文化干部队伍业务

培训和其他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公益性文化、宣传经费支

出等。 

（五）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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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金年初预

算 5982.43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205.58715 万元，调

减预算 205.58715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5982.43 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 3.44 %；全年实际支出 5982.43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100%。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

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附表 1）。 

专项资金预算调整由市委宣传部根据当年预算执行情

况、省委宣传安排工作等变化因素，于当年四季度提出预算

调整方案，与财政部门协商一致，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审批后实施。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共设明细项目 78 个，

调整新增项目 1 个，由市委宣传部根据省委宣传部工作安排

需要调整新设。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按照市财政局绩效评价通知相关要求，根据市委宣传部

领导指示，我部成立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小组，

承担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绩效考核工作。由

副部长李明新担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

薛琪担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小组副组长，办公室涂道明、蒋

春梅及各处处长担任组员，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全面实

施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自我评价工作。 

办公室制发《关于上报 2019 年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使用绩效的通知》，各责任处室及市委网信办、市委讲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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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无锡市本级绩效评价和

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锡财绩【2020】2 号），填

报项目经费使用绩效，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指

出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办公室负责汇总编撰《无锡市

2019 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初稿，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小组负责审议，副组长负责审稿，组长定稿，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签批。 

（二）评价的过程 

在开展自我评价过程中，办公室对照 2019 年申报项目

的年初预算数和最终支出数、年初设定的资金绩效目标，结

合开展工作情况，填报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编撰

《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绩效评价报告》，由市

委宣传部宣传文化建设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小组对《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审读和评议，

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的《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

专项绩效评价报告》经绩效评价小组副组长、组长审阅，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飞签批。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2019 年，无锡市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绩效目标共

121 个，完成 104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85.95%。其中：总体

绩效目标 13 个，完成 12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92.31%；明细

项目绩效目标 108 个，完成 92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85.19%。

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金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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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完成情况表》（附表 2）。 

经自我评价，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2019 年度评分

为 95.99 分。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

目）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附表 3）。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1、专项管理类指标分析 

（1）使用情况权重 13 分，实际得 11.5 分。 

①该指标权重 4 分，目标值 0.00%。年初预算 5982.43

万元，预算执行中经市领导批准，市财政局同意，预算调增

205.58715 万元，预算调减 205.58715 万元，预算调率为

3.44%，指标完成率 100%，实际得 4 分。 

②预算执行率，该指标权重 4分，目标值 100%。年度预

算数为 5982.43 万元，实际支出 5982.43 万元，预算执行率

为 100%，指标完成率 100%，实际得 4 分。 

③明细支出合规性，该指标权重 5 分，目标值为合规。

实际在专项资金列支了 3项明细支出内容不符合项目特性的

支出，指标完成情况为不尽合规，扣 1.5 分，实际得 3.5 分。 

（2）规范运作权重 19 分，实际得 19 分。 

①项目实施配套办法，该指标权重 3分，目标值为齐全。

市委宣传部会同市财政局制定了《关于印发<无锡市市级文

化事业建设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锡财行〔2015〕21 号）；

《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宣传文化实业

建设专项经费的通知》（锡宣通〔2017〕55 号）等相关的文

件依据，指标完成情况为齐全，实际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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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运转程序规范，该指标权重 6分，目标值为规范。

专项资金在实际使用中，财政财务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等各项制度执行到位，项目按规定程序运行，重大项目

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市委宣传部内控小组适时进入项目

运作，严格按规定程序调整预算，调整绩效目标。指标完成

情况规范，实际得 6 分。 

③项目实施监控管理，该指标权重 10 分，目标值为跟

踪有效。项目在日常实施中实行绩效运行监控，办公室在每

个季度末会持续跟踪监控资金使用进度情况，各处室和各相

关单位在明细项目实施时，会实施运行监控。实际完成值为

跟踪有效，实际得 10 分。 

（3）目标设置权重 8 分，实际得 8 分。 

①绩效目标合理性，该指标权重 4 分，目标值为合理。

总体绩效目标体现支出政策目标，每个项目都设置了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关联度高，预期产出和效果目标与预算

资金相匹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实际完成值为合理，实际

得 4 分。 

②绩效目标明确性，该指标权重 4 分，目标值为明确。

设置的绩效目标指标中包含明确体现数量、质效等产出指标

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影响效果及满意度等指标，目标清晰、

可量化、可衡量。实际完成值为明确，实际得 4 分。 

2、评价指标类指标分析 

（1）总目标绩效目标权重 10 分，实际得 9.99 分。 

总目标共设置 13 个绩效目标，是依据宣传文化建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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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 13 个子项目标设定，权重 10 分。12 个子项目完成情

况均良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权重未完成目标，扣 0.1 分。

实际得分 9.99 分。 

（2）明细目标绩效目标权重 30 分，实际得分 27.5 分。 

明细目标绩效目标共设置 108 个，每个明细目标都设置

了绩效目标。经市领导批准，市财政局同意，调整 5 个绩效

目标，取消 1 个绩效目标，新增 2 个绩效目标。因绩效目标

未完成以及因完成值过高而导致扣分外，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实际得分 27.5 分。 

（3）其他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 

根据市财政考核通知要求，由各相关单位和各处室依据

所承担的明细项目抽选一个新设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10 分。

新设目标实现良好，实际得分 10 分。 

（4）满意度指标权重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 

满意度指标权重10分，目标值95%，2019年实现值96.7%。 

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满意度根据分项目满意率加权

平均得出，调查问卷共计发出 550 份，收回问卷 550 份，实

际综合满意率 96.7%，实际得分 10 分。 

四、主要成效 

2019 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以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为指导，以增强

“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为契机，坚持围绕中心、把准方向、树

好导向，坚持紧跟大势、紧盯大局、紧贴大事，宣传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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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专项资金预算科学、使用规范、进度合理，效果彰显，思

想理论引领坚强有力，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有

声有色，核心价值引领持续深化，舆论引导工作积极有效，

文化惠民成效显著，城市文明建设成效不断彰显，文化改革

发展加速推进，干部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各项工作有力有序

推进、落实落地见效，有特色、有亮点、有进步，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无锡和“文化建设高质量”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

保证和精神支撑。 

五、主要问题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

时，在以下几个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

是在经费使用监督不够全面，对市委网信办、市委讲师团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未能进行有效监督；二是部分项目支出不够

规范，明细支出内容不符合项目特性；三是个别绩效目标设

置不够精确，实际执行中实现值明显超出或距离预期值较大。 

六、相关建议 

（一）建议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监督 

进一步强化规范专项资金使用，有效加强专项资金实施

过程的监控；不仅在平时加强资金使用运行监控，还要求各

责任处室在项目执行中要加强活动类、项目类的跟踪检查。 

（二）建议规范专项资金使用支出 

各使用部门在专项资金使用中，要严格依照《无锡市市

级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办法》，严格执行市委宣传部预算管

理制度、财务报销制度，增强制度约束理念，按照明确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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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特性列支相关项目费用。 

（三）建议注重专项资金使用效果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必须崇尚绩效导向原则，坚持全面注

重专项资金使用效果。在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时，不仅要注重

考量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效益等，更要结合历年情况，考

量目标实现值的精准设定。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附表： 

1. 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金预

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2.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金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表 

3. 无锡市 2019 年度宣传文化建设专项（项目）资金绩

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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