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省级） 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省级）

主管部门 003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40 2640 264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2640 2640 264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对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工艺美术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移动多媒体、网络文化等新兴文化业
态重点扶持，在带动就业、拉动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提

高。

    按进度完成各项工作：4月底前，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知；5月底
前，项目单位通过上报主管部门进行申报；6月底前，召开专项资金省

级项目专家评审会；7月底前，提出扶持项目建设；8月底前，扶持建议
报省财政厅；扶持项目数量：≧10个；推动文化企业始终坚持正确文化

立场，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化产品，提供更多有意义
有品位有市场的文化服务，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

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贴息金额占实际利息发生额：≦

80%；专项资金到位率：≧90%；申报项目数量：≧30个；专项资金拨付
率：≧90%；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报项目数量 ≧30个 ≧30个 100% 10 10

扶持项目数量 ≧10个 ≧10个 100% 10 10

质量指标

专项资金到位率 ≧90% ≧90% 100% 10 10

专项资金拨付率 ≧90% ≧90% 100% 10 10

贴息金额占实际       
利息发生额

≦80% ≦8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各项工作4月底前，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知；5月底前，项目单位通过上报主管部门进行申报；6月底前，召开专项资金省级项目专家评审会；7月底前，提出扶持项目建设；8月底前，扶持建议报省财政厅4月底前，下发专项资金申报通知；5月底前，项目单位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申报；6月底前，召开专项资金省级项目专家评审会；7月底前，提出扶持项目建议；8月底前，扶持建议报省财政厅。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100% 10 10

社会效益

推动文化企业始终坚持
正确文化立场，推出更

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俱佳的文化产品，提供

更多有意义有品位有市
场的文化服务，切实发

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

人民、服务社会、推动
发展的作用

效果明显 0效果明显 10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80% ≧8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项目绩效分
析

自评结果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省直）总体预算2640万元，经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会议研究、项目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扶
持省直文化产业项目23个，扶持金额2470万元，奖励文化服务业项目7个，奖励资金170万元，并已全部拨付项目单位。

产出情况及
分析

    2019年8月20日，省文改办下发项目申报通知。2020年4月底前，省直各有关单位共申报项目83个。5月27日，召开专家
评审会。7月9日，召开宣传部部务会，确定扶持名单，共扶持文化产业项目23个，奖励文化服务业项目7个。7月21日，扶
持建议报省财政厅。已按照有关财政规定，将资金拨付项目单位。

效益情况及
分析

    2019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387.16亿元，同比增长12.5%。通过对复工复产项目的重点扶持，切实帮助我省文化企业共
渡难关和稳定发展。项目单位推出了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多有意义有品位有市场的文化服
务；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如山西电视台融媒体内容发布系统项目促进全省县融
中心建设；山西日报智能短视频生产平台项目拓宽了省级媒体传播渠道，为我省转型发展蹚新路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山
西出版集团绿色环保全自动袋装供墨系统推广应用项目在提高印刷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固废排放和处理费用；山西演
艺集团旅游演艺项目《莲花观音》对提升城市艺术品位、丰富文旅业态、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作用明显等。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通过组织项目单位开展自评，满意度达到100%。

主要经验做法

    一是突出重点扶持，发挥资金使用效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我省省直宣传文化企业受到较大冲击。为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进复工复产的有关精神，经过前期充分调研，借鉴其他省份做法，在常规文化产业项目申报的基础
上，将文化企业推动复工复产项目作为年度扶持重点，共补助复工复产项目9个，补助金额1200万元，有力地帮助我省文化
企业克服疫情影响，渡过生产经营难关，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二是规范工作流程，确保资金运行科学。专项资金按照“项目申报、专家评审、集中审定、资金拨付”的程序管理使
用。在项目申报环节，按照“谁申报、谁负责”的原则，要求各市及有关单位认真审核，经会议研究后书面报送，并附会议
纪要等相关材料。在专家评审环节，认真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集中、封闭评审，专家评审组按照标准要求，对项目的可行性
、成熟度、双效情况逐一进行点评、打分，提出具体意见。在集中审定环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结合资金规模和历年扶持
情况，提出扶持建议，报宣传部部务会集体研究审定。在资金拨付环节，根据会议确定的扶持建议名单，按程序向省财政厅
报送扶持项目名单。省财政厅按相关程序下达资金。
    三是加强过程监督，确保资金评审公正。在部机关纪委的监督下，按照相关要求，随机抽取专家学者组成专家评审组
。在对项目进行专家评审时，部机关纪委派专人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评审工作的公正。
    四是强化信息公开，确保资金使用公开。专项资金在使用时，严格做到“两公开”。一是申报通知在下发各市及省直
有关单位的同时，在网上向全社会公开。二是最后确定的扶持项目名单通过网络向全社会进行公示。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个别项目存在实施进展缓慢问题。一是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无法正常开工。二是根据《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有关要求，主管部门要对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考评，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实际工作
中，相关主管部门对“谁申报、谁负责”的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开展监督检查，推动项目实施力度还不够。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下一步将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项目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谁申报、谁负责”的要求，省直有关
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动态监管，实现全程绩效跟踪，做到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验收，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切实推进项目实施，确保资金使用的实效性。省委宣传部将会同省财政厅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专项检
查，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全省文化产业发展。



向全省行政村党支部免费赠阅《山西日报》等党报党刊经费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向全省行政村党支部免费赠阅《山西日报》等党报党刊经费

主管部门 003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20.72 1420.72 1420.72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1420.72 1420.72 1420.72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党报党刊在全省贫困行政村党支部 、全省农村中小学全覆盖，山西

日报在全省所有山西邮政网点设免费阅报点 2: 投递数量、投递质量、

投递时效达到国家邮政总局的要求 3: 确保投递客户满意。

市、县级赠阅要求当日投递，乡镇、村要求次日投递：30分；扩大党

报党刊的传播范围：30分；用户满意：20分；要求邮政公司严格按照

省委宣传部审核过的投递数量进行投递：10分；投递至指定地点：1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

标值

调整后指

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要求邮政公司严格

按照省委宣传部审核过

的投递数量进行投递

10分 10分 10分 18 18

质量指标 投递至指定地点 10分 10分 10分 18 18

时效指标

    市、县级赠阅要求

当日投递，乡镇、村要

求次日投递

30分 30分 30分 18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扩大党报党刊的传播范

围
30分 30分 30分 18 1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用户满意 20分 20分 20分 18 18

总分 100 100



项目

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
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严格规范报刊发行秩序的通知 》

（厅字[2020]62号）中“继续做好省级财政向基层党组织赠阅党报党刊工作 ，各市要结合实际情况每年
拿出一定的财政经费做好向基层党组织赠阅党报党刊工作 ”的要求，2021年度省财政资金向全省基层党
支部等地区赠阅党报党刊共计1420.72万元，具体分配如下：

《山西日报》14900份*480元/份=7152000元
《光明日报》2950份*360元/份=1062000元

《经济日报》2668份*182.5元/半年=486910元     926份*365元/份(全年）=337990元
《求是》11600份*264元/份=3062400元
《新华每日电讯》4500份*324元/份=1458000元

《前进》1919份*120元/份=230280元
《中国日报》450份*600元/份=270000元
《学习时报》400份*180元/份=72000元

《人民日报海外版》180份*420元/份=75600元
我部通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组织实施此项工作 ，2020年10月，邮政公司按照各报刊的不同

受众群体，分别选定了全省基层党组织、部分高校、中小学、贫困地区、全省的邮政网点等作为赠阅对
象，经我部审核后，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投递，12月31日结束投递。
2021年1月5日至3月底，我部组织各报刊社对赠阅的情况进行抽查 ，读者均能按期收到赠阅的党报党

刊，并且对赠阅工作表示满意。

产出情况及

分析

向全省基层党组织赠阅党报党刊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从2021年1月1日起，省邮政公司开始投
递，至2021年12月31日结束（经济日报有部分是赠阅半年期）。我部严格审核省邮政公司提供的赠阅投

递信息，并且在第一季度和下半年不定期抽查读者收到报刊情况 ，收集读者满意度情况，确保每一份赠
阅的报刊达到传播效果。

效益情况及

分析

    向全省基层党组织赠阅党报党刊是一项产生社会效益的工作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是一项严肃

的政治任务，对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良好氛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进一步推进党的新闻事业

健康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具有重要意义。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2021年1月5日至3月底，我部组织各报刊社对赠阅的对象进行抽查 ，结果显示：读者均能按期收到

赠阅的党报党刊，并且对赠阅工作表示满意。

主要经验做法

    根据中央和省委对党报党刊的工作要求 ，我部积极推动党报党刊的地域覆盖面、人群覆盖面、内容

覆盖面向纵深发展，总结多年来向全省基层党组织赠阅党报党刊工作，一方面巩固了党报党刊在意识形
态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提高了党报党刊的覆盖面，另一方面也切实解决了部分基层订报经费紧缺的实

际状况。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继续加大力度精细化的梳理赠阅对象 ，真正实现赠阅党报党刊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二是继续向
基层、社区、楼宇、机场、地铁等公共场所赠阅，进一步提高党报党刊的覆盖面。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建议加大对赠阅报刊投递时效的监督和管理 。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布展补助资金（市县）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布展补助资金（市县）

主管部门 003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实施单位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机关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 300 300 10 100 1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300 300 300 -- 100 --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0 0 -- 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0 --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0年12月底前完成300万资金的拨付，对6个左右的省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陈列布展进行资金扶持，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在传承

红色文化，激发爱国情怀等方面的作用。

    陈列布展全年正常开放率：≧ 90%；每个项目补助资金：约30万

元；布展面积：≧ 3000平米；展品完好率：≧ 90%；布展数量：≧ 
6个；基地教育功能：不断增强；专项资金拨付率：≧ 90%；不断提高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列布展和管理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省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传承红色文化、激发爱国情怀的作用。；参观群众满意
度：≧ 90%；专项资金到位率：≧<br>90%；预计接待人数：≧ 20万人

次；申报项目数量：≧ 10个；展品数量：≧ 1200件；扶持项目数量：

≧ 6个；项目负责人满意度：≧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
效

目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布展数量 ≧ 6个 ≧ 6个 100% 5.62 5.62

展品数量 ≧ 1200件 ≧ 1200件 100% 5.62 5.62

申报项目数
量

≧ 10个 ≧10个 100% 5.62 5.62

布展面积 ≧ 3000平米 ≧3000平米 100% 5.7 5.7

扶持项目数
量

≧ 6个 ≧ 6个 100% 5.62 5.62

质量指标

展品完好率 ≧ 90% ≧ 90% 100% 5.62 5.62

陈列布展全

年正常开放
率

≧ 90% ≧ 90% 100% 5.62 5.62

专项资金到
位率

≧<br>90% ≧ 90% 100% 5.62 5.62

专项资金拨
付率

≧ 90% ≧ 90% 100% 5.62 5.62

时效指标
按进度完成

各项工作

    9月底前，下发申报通知；10月底前，完成申报；11

月底前，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提出项目扶持意见；12

月底前，扶持意见报省财政厅。

5.62 5.62

成本指标
每个项目补

助资金
约30万元 约30万元 100% 5.62 5.6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预计接待人
数

≧ 20万人次 ≧ 20万人次 100% 5.62 5.62

  不断提高

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的陈列布展

和管理服务
水平。

  充分发挥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传承红色文化
、激发爱国情怀

的作用。

  充分发挥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传承红色文化

、激发爱国情怀
的作用。

100% 5.62 5.62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基地教育功
能

不断增强 不断增强 100% 5.62 5.62



绩
效

目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参观群众满
意度

≧ 90% ≧ 90% 100% 5.62 5.62

项目负责人
满意度

≧ 90% ≧ 90% 100% 5.62 5.62

总分 100 100

项目绩效
分析

自评结果
分析

项目实施和
预算执行情
况及分析

    项目能严格按照预算所规定的指标开展，按时完成项目确定和专项资金拨付。

产出情况及
分析

    产出能按照预算组织实施，圆满完成所制定的指示任务。

效益情况及
分析

    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展陈内容进一步增加、展示形式进一步丰富、展陈环境进一步优化，教育功能得到
充分发挥，更好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红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为群众参观学习提供优质服务，群众能更好的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群众满意。

主要经验做法     认真按照预算指标开展工作。提前做好工作谋划，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把关，确保工作高效开展。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及时掌握项目基本情况，提前谋划，组织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