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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项目名称： 主题创作与文艺活动

主管部门 省文联 项目实施单位 各协会、部门

项目负责人
各协会、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318.92

实际到位资金（万

元）
318.92

实际使用情

况（万元）
302.9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318.92 省财政 318.92

市县财政 市县财政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18

项目立项 6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项目过程 22

资金管理 10
资金到位率 5 5

预算执行率 5 4.75

资金管理 6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6

组织实施 6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20

产出数量 7 7

产出质量 7 7

产出时效 6 4

项目效益 40

社会效益 15 13

可持续影响 15 13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10

总分 100 100 100 93.75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 差□

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按照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

见》的要求，加大文化发展投入，支持文艺事业长远发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主题创作与文艺活动”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各协会、部门

开展各项主题创作和文艺活动，对于推动全省文艺创作、服务

基层群众、繁荣文艺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20 年，各

协会、部门紧扣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疫情防控、抗

洪救灾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文艺活动，

扎实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文艺志愿服

务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安排 318.92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支出 302.9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4.98%。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支持各项文艺创作及活动，鼓励文艺精品创作，加大创作

扶持和人才培养工作力度，努力推动出作品、出人才、出影响。

2.年度目标

开展系列采风创作文艺活动；广泛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推

动文艺惠民乐民，组织好面向基层的慰问演出、辅导培训等群

众性文艺活动；抓好人才梯队建设，举办业务培训班等，不断

壮大文艺人才队伍。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主要是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益性。

通过资料收集、基础数据收集、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形式，

总结项目经验，分析项目在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8

号）和《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绩效评价和 2021 年



度绩效监控有关工作的通知》（赣财绩〔2021〕4 号）文件精神，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分级分类、绩效相关等原则，按照

从决策、过程到产出、效益的绩效思路开展工作。

2.绩效评价方法

评价小组依据绩效评价原则进行了指标体系的确定后，综

合应用以下评价方法：

（1）比较法，是指通过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综合

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公众问卷、抽样调查等对项目

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小组结合项目本身特点，重点围绕决策、产出、过程、

效益四方面完成指标体系设计。根据采集的相关基本情况制定

了基础数据报表体系、调查问卷等。2021 年 7 月 13 日—20 日，

评价小组会同项目实施协会、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评

价，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复核，并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基础数据



表、相关资料以及现场核查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依据制订的

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对项目进行量化打分，并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主题创作与文艺活动”得分93.75分，评价等次为“优”。

其中，项目决策指标权重为 18 分，得分为 18 分，得分率为 100%；

项目过程指标权重 22 分，得分为 21.75 分，得分率 98.86%；项

目绩效指标权重分为 60 分，得分为 54 分，得分率为 90%。项目

绩效整体分值见下表。

项目整体绩效分值

指标
A 预算决策情

况

B 项目过程

情况

C 项目绩效

情况
合计

权重 18 22 60 100

得分 18 21.75 54 93.75

得分

率
100% 98.86% 90% 93.75%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规范性：立项程序为各协会、部门围绕年度中心

工作，提出项目实施计划及经费预算，经文艺处、财务室审核



后，报省文联党组会研究确定年度实施项目。根据核查标准，

该项指标未出现偏差。

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实施部门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且项目绩效目标明确、具体。根据核

查标准，该项指标未出现偏差。

资金投入及时性：根据核查标准，该项指标未出现偏差。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合规，预算执行率完成 94.98%。

项目整体实施较好，但也存在个别项目因工作计划调整而取消

的情况。

（三）项目产出及效益情况

一是组织专业培训活动 5 次，包括举办省文联所属各协会

主席团成员履职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江西省中青年评论作者

培训班、“百年赣鄱耀中华”——庆祝建党 100 周年美术书法

作品展览改稿培训班、第二期江西网络文学培训研讨班、第二

届《星火》驿站写作训练营暨锐评团提高班等各艺术门类专题

培训，努力提升我省文艺创作水平。举办“江西文艺·名家讲

堂”专题讲座 7 场，邀请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国家一级编剧

康健民、著名作曲家戚建波、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

所所长方李莉、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朱向前等全国知名文



艺家来赣讲学，取得积极成效。

二是在春节、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七·一、国庆等

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迎新春送万福

进万家”“文艺大讲堂”“到人民中去”“书画走进基层，助

力乡村振兴”等一大批文艺志愿服务，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为鼓舞人民士气、凝聚社会共识，发挥了

重要作用。举办“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创新文艺志愿服

务形式，组织文艺家赴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开展“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惠民演出、文艺辅导、专题讲

座等活动，受到基层文艺工作者、爱好者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

广泛好评。

三是广泛开展采风创作、举办展览展示等各项文艺活动。

组织300余名文艺家分赴全省45个县市区的387个扶贫村开展

采风创作，采风总行程达 21000 多公里，较全面地了解了我省

脱贫攻坚工作成果，为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举办“众志成城缚洪魔——2020 江西省抗洪抢险摄影图片

展”，用文艺作品表现抗洪救灾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动人故

事，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举办“决胜之路”全

省优秀微电影（微视频）大赛评选，活动共遴选出微电影 19 部、

微视频 29 部，运用微电影、微视频这一艺术形式，集中反映赣



鄱大地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举办纪念陶博吾诞辰 120 周年书

画特展、“幸福小康·追逐梦想”江西省第四届青少年书画大

赛等富有江西特色的文艺活动，打造文艺品牌，讲好江西故事。

五、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主要有：项目立项论证、项目实施管理需进一步

加强，个别项目因工作计划调整而取消，项目计划编制不够合

理。

六、有关建议

加强项目立项论证，提高项目计划编制水平，制定科学、

合理的项目实施及经费预算方案，定期采集项目信息，实施项

目全过程监控管理，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制度，提升项目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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