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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文物、广播电

影电视、新闻出版和版权等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文化艺术、文物、广播电影

电视、新闻出版和版权的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及体制机制

改革。

(三)指导、管理并监督全市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

视、新闻出版领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扶助农村和老少

边贫地区广播电影电视建设和发展，指导并组织实施全市

农村电影放映等广播影视重大工程。

(四)拟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组织、协调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

作。

(五)拟订文物(含水下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并

组织实施，负责文物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纪念馆)工

作。

(六)拟订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和版权市场

发展规划；对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领域的经营

活动进行行业监管；对从事演艺活动、广播影视节目制

作、出版活动的机构(含民办机构)进行监管；负责文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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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广播影视、地面卫星接收设施、新闻出版、版权、文

物的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对网吧等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实行

经营许可证管理，对网络游戏服务进行监管。

(七)负责全市广播电影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机构和业务的监管并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负责监管全市

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运行维护、技术检测和安全播

出；监管全市播出的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信息网络传播的

视听节目和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视听节目；指导、监管电

影制片、发行、放映工作，审查其内容和质量。

(八)负责新闻出版单位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

理；监管出版活动和出版物内容，组织查处违规出版物和

违法违规出版活动；监管互联网出版活动和开办手机书

刊、手机文学业务；负责报刊社、通讯社驻明分支机构及

记者站的监管，组织查处违规出版物、违规出版活动和新

闻违法活动；负责全市印刷行业的监管。负责著作权管理

工作，负责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发行的监

管，组织查处著作权侵权和涉外侵权的行政案件，打击盗

版活动。

(九)拟订文化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文

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信息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新闻出

版和版权事业的科技信息工作。

(十)指导和管理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

版、版权对外以及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

(十一)承担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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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包括 8

个机关行政处（科）室及 13 下属单位，其中：列入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经费性质 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数

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财政核拨 17 17

三明市广播电视台 财政核补 74 61

三明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财政核拨 12 10

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 财政核拨 7 5

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 财政核拨 4 3

三明市图书馆 财政核拨 24 23

三明市艺术馆 财政核拨 18 18

三明市博物馆 财政核拨 15 14

三明市书画院 财政核拨 4 4

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三明艺术学校 财政核拨 12 11

三明市少儿图书馆 财政核拨 10 10

三明市剧目创作室 财政核拨 4 3

三明市客家文化艺术中心 财政核补 57 26

福建省三明七 O五台 财政核拨 3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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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18 年，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要任务是：按

照省上的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抓项

目、争品牌、促提升，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围绕上述任

务，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实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续建设规划，

巩固提升示范区创建成果

一是推进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全年完成 463

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争取市级扶持资金 25 万

元，推出了 13 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实施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三百工程”，争取市级专项资金 120

万元。新、改、扩建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全市 7

个公共图书馆、9个文化馆达到一级馆标准。

二是提升创新“三百工程”（百场演出、百场讲座、百

场展览）、打造“半台戏”配送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全年

完成近千场的配送任务。

三是开展基层文化队伍培训。与市委党校联办全市基层

文化服务培训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与省艺术馆联

办村级文化协管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农村文化队伍工作

能力。

(二)保护利用红色资源，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一是加强遗址编制设计。精心编制《三明市革命旧址

保护利用规划》上报国家文物局，已同意列入赣闽粤原中

http://www.baidu.com/link?url=XKRoPcw2XSQMeR0JjRXoMqGFPRZDqpviAs_Sz_zUVndiiUuOJkrAI--BBUUqZ3KOoUNhhCLyCcnOGuNg0C5RJd-Iqym6rviFOXk317b0d7cXfxKlXV5qEpNsdzhKoX1Xf5pPqmL8FwRpxzJRfx55U-ExFklt-79GEUe_HtawryKc-4Xj1lfNt--bbtIrYJaXqL5A0V07wfh1GfmE_I1bG-1_2bPMDiAXze6wPGNLHRFCEg52GcrsrDHESqSDdSym0_X571_EJAAarIxDm_kKkE-4qsWMayjzmQc8nr4ABi8tm8ns-yOhGYNP5ZwHnxIUIGcc6wlJbEAITe-HVwINId_amIzYiyIXPCZmv_gxLS3fjky9ZAnARYy6M5wu2zKufEWxgdQ80_RjttRRk2uMJfX0DVx_CxTAJdRORTv29vzKwk1sVrwt2HzOsFwP1IA0A9rgQgBv3bv6qOzMUKpKCct1SbtKrQfBrKBq1OTySnMKzwHAF-8_LnP8m8oOzGQNJYM-FR-zG-B3IuWQ5vLKIeTwBmxwSCQXQbpZq89HSO7QzZQ6TYHSLNLnU6M2YNZcnW1d7N8gIHUKvdcXD4oCtfhC07apUZsSD5T_WhLMQfVkJcZw71SHjO7UmjI6m6f-naDipUAtAYyxGDEMBpGtwwU52_3rrSn0QWv6RUKW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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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苏区项目盘子。通过编制保护规划，加强对革命文物的

研究阐释，充分发挥革命旧址遗址、革命纪念建筑、革命

烈士纪念设施的教育作用。

二是提升遗址保护档次。我市新增 41 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26 处为革命旧址。

至此，全市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

三是开展红色文化宣传。策划“讲好红军故事·传承

红色文化”系列主题展宣传活动，推出《三明市红色文化

遗址图片展》，通过报社、电视台、三明文物网、微信公

众平台等推送相关宣传内容，打造红色文化保护专题年。

(三)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精品创作

一是加快重点文物建设步伐。基本完成万寿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一期）基础设施建设。截止目前共完成投资

1.2 亿元，拟于明年开园。同时拟于明年底结合万寿岩遗址

考古发掘 20周年举办高峰论坛等系列活动。

二是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新增 1 名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争取到 2019 年度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资金 355 万元。6 月，指导泰宁赴福州三

坊七巷开展“乡村非遗进坊巷”展演活动，吸引大批市民

和游客参观体验。开展三明市第五批市级非遗项目申报工

作，举办“人文之旅·非遗时光”文化遗产日系列文化活

动。

三是推动客家文化建设。配合省厅做好客家文化生态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2018 年度争取省级资金 180 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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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本级以及明溪、清流、宁化三县开展非遗数据库建

设。策划举办客家文化（闽西）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经验

交流会，并出版客家文化生态建设论文集。

四是推动朱子文化建设。推荐“朱熹祭祀（尤溪）”

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积极推荐尤溪县申报国家级朱子文

化生态保护区。指导尤溪县做好省级《朱子文化生态保护

区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五是精心创作文艺精品。组织市客家文化艺术中心编

创的交响诗组歌《军号嘹亮》以及泰宁梅林戏保护中心编

排的《画网巾》参加福建省第七届艺术节，选送的梅林戏

《画网巾》获省第七届艺术节剧本一等奖以及导演二等

奖、表演三等奖，选送的交响诗组歌《军号嘹亮》获编剧

二等奖、导演二等奖等。

(四)群策群力招商引资，文化产业稳步推进

一是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有力。截止年底，我市 50 个文

化产业重点推进项目已完成投资约 11.13 亿元。其中，新

开工项目 18 个已开工 14 个，完成投资 2.349 亿元，占年

度投资计划的 28.16%；重点续建项目 28 个已开工 26 个，

完成投资 8.6254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71.12%；前期

（招商）项目已落地 2 个，完成投资 1600 万元。

二是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成效。我局结合社会事业项目

实际，编印《2018 年三明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推介手册》，

重点推介全市 50 个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积极参与省文化厅

策划的福建省文化产业项目对接会，共储备签约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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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路演项目 1 个，文化产业招商项目 20 个；组织我市文

化企业参加厦门文博会，全市共申请展位 36 个,参展单位

34 家；策划签约项目 12 个，总签约金额 13.69 亿元。

三是参展参会活动再创佳绩。今年，我市参加第十一

届厦门文博会再创佳绩。我局获文博会优秀组织奖，我市

文创产品参加“海峡工艺精品奖”，获 4 金 9 银 12 铜；参

加“海峡工艺优秀作品奖”，获 2 金 6 银 8 铜；“天地泰

宁·静心之城”三明特装馆获最佳展览展示“入围奖”。

(五)精心打造文化品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一是重点打造“周周有戏看”品牌。根据市政府印发

《三明市“周周有戏看”公益演出工作方案》，指导部署

开展“周周有戏看”公益惠民演出活动。目前，已演出 38

场，深受广大市民喜爱。

二是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争取财政资金 120

万元用于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三百工程”，继续

办好三明市第 23 届群众广场文化活动、“半台戏”公共文

化服务配送、流动舞台车文化下乡巡演、“周末讲坛”、

“家阅读服务联盟”等公共文化活动累计演出达上千场

次。

三是组织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与市委宣传

部联办“改革开放再起航”群众广场文化活动、“新时

代·新风采·新三明 ”小戏小品文艺调演等活动，进一

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六)加强新闻舆论监管，确保正确宣传导向

http://www.baidu.com/link?url=iBDDdhnhkI7EeH7NsMOBHoFSG5fIz1WOCEXXfQLPYWYC1Dw-OQ8JV2l034gtYOy9-jvcMv9wu1vAq_aQoNPo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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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突出新闻宣传主题。在广播、电视主要新闻栏目

中开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等栏目，大力宣传我市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新举措、新亮点和新成效。市广播电

视台开设《学习啦》电视专栏，邀请专家学者、领导干

部、先进典型和基层群众代表作为嘉宾，准确、生动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

质，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报道我市不断深化改

革、改善民生给老百姓带来的获得感。

二是优秀作品不断呈现。组织开展“学习新思想 我说

新福建”（三明）主题活动，推荐市广播电视台创作的

《三钢：六张照片里的故事》参加全省优秀作品展播活

动，受到省委宣传部的充分肯定。纪录片《守摊人之蓑衣

匠》成为我市首部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的作品。

三是播出机构发展壮大。沙县广播电视台、尤溪县广

播电视台荣获“改革开放 40 年全国百佳县级广播电视台”

称号，受到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表彰。同时

加强对外协作。今年 6 月，省局在泰宁召开闽西南广播电

视节目制播协作会，通过签署《闽西南广播电视节目制播

协作框架协议》，我市与厦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实现整体联动、互通有无、共享节目，共

同提高节目制播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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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广电惠民工程，加快助力乡村振兴

一是建好用好管好全市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工程

及县乡村三级联播联控暨应急预警系统。组织对各县

（市、区）的综合机房、乡镇的广播室以及行政村的“村

村响”广播系统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

后续维护经费。

二是深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积极指导各县

（市、区）科学合理安排放映场次，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内容，巩固文化在农村的引导力。全年共放映 21089

场，超额完成本年度农放映任务，累计受惠观众 150 余万

人次。

三是持续推进农村电影放映室外转室内工作。全市选

择 17 个行政村开展室外流动放映向室内固定放映转变试点

建设，逐步改善山区农村电影放映条件，提高农村文化生

活水平。

(八)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

一是形式创新。今年“4·23 世界读书日”期间，我市

首次采取“主会场+分会场”形式举办世界读书日活动。将

主会场设在三钢悦华园，来自市区的图书馆、学校、企业

等 13 家单位参与活动，现场表彰 2017 年度“阅读之星”

及优秀志愿者，举办“阅读之美”文艺表演，宣传展示

《公共图书馆法》、“书香三明”成果等。

二是内容丰富。举办“你看书，我买单”、青少年

“童心筑梦”藏书票设计比赛、“故事大王”少年儿童比

http://www.baidu.com/link?url=HArW7WZBcT_KY415JXxA8APRRzcyJ0CSYHIWlLjjjsjkmntesiSYv0krrBaVd7EAoz83lcLPPREa42dmsmfwz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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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活动百余项。其中少儿图书馆举办“3D 数字打印体

验”、舌尖上的盛宴之美食工坊等活动受到观众一致好

评。

三是主题鲜明。清流县开展以“重温红色历史、弘扬

经典文化”为主题的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推进红色经典

阅读热潮。将乐县举办“读《芳华》，说芳华”为主题的

读书会，以谈话、交流等互动方式来分享芳华时光。泰宁

县举办“爱家乡、爱学习、爱祖国”亲子诵读游学活动，

参与人数 200 余人。通过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使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

(九)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文化市场平稳安全

2018 年，全市共出动各类执法人员 2 万多人次，检查

出版物经营单位 5000 余家次、印刷企业 3000 余家次。查

缴各类非法出版物 5000 余册，取缔游商地摊 25 家，监测

网站 5000 多个次，删除负面舆情和网络谣言 3.1 万余条。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查办文化市场各类违规案件 14 起，

收缴非法出版物 3357 册。

一是集中销毁效果显著。今年 4 月 26 日，我市开展

2018 年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暨“绿书签”系列

宣传活动，共销毁全市收缴的侵权盗版等各类非法出版物

共 1.7 万余件，通过开展集中销毁活动全面展示全市“扫

黄打非”工作成果，展现了打击侵权盗版坚定决心，有力

地震慑了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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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制定下发《三明市 2018 年

“扫黄打非”行动方案》，深入开展“清源”、“秋

风”、“剑网”、“净网”、“护苗”等五大专项行动，

深入推动“扫黄打非”工作向基层组织拓展延伸。协调市委

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

了《三明市“扫黄打非”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实施

方案》，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夯

实意识形态安全根基。

三是网络环境得到净化。我局积极联合市通信发展管

理办公室、公安局、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开展“剑网

2018”专项行动，有效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秩序。及时制

定下发《三明市网上“扫黄打非”义务监督员工作职

责》，聘请 148 名网上“扫黄打非”义务监督员，助推基

层“净网”专项行动开展。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表

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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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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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出决算表

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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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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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注: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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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部门决算相关信息统计表

10. 政府采购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18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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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三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年初结转和结余

413.69 万元，本年收入 672.62 万元，本年支出 895.75 万

元，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00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

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190.56 万元。

（一）2018 年收入 672.62 万元，比 2018 年决算数减

少 271.59 万元，下降 28.76％，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 543.96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 0.00

万元。

2.事业收入 0.00 万元。

3.经营收入 0.00 万元。

4.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6.其他收入 128.66 万元。

（二）2018 年支出 895.75 万元，比 2018 年决算数减

少 275.66 万元，下降 23.53％，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365.67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345.98 万

元，公用支出 19.69 万元。

2.项目支出 530.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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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4.经营支出 0.00 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752.77 万元，比上年决

算数减少 326.69 万元，下降 30.26%，具体情况如下(按项

级科目分类统计)：

（一）行政运行（2070101）291.52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减少 38.87 万元，下降 11.76%。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70102）66.56 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17.26 万元，增长 35.01%。主要原因是原

纳入预算外管理资金支出增加。

（三）其他文化支出（2070199）110.79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减少 187.46 万元，下降 62.85%。主要原因是专项支

出减少。

（四）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79999）238 万

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113.71 万元，下降 32.33%。主要原

因是公共文化服务专项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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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缴 费 支 出

（2080505）28.4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4.32 万元，下

降 13.2%。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六）行政单位医疗（2101101）11.36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减少 1.73 万元，下降 13.22%。主要原因是人员减

少。

（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2150805）4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5 万元，增长 60%。主要原因是新增专项审计

费支出。

（八）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3202）1.42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1.42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驻村蹲点

干部经费支出。

（九）引进人才费用（2011008）0.72 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增加 0.72 万元，增长 100%。主要原因是驻村蹲点干部

经费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18 年度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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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31.28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320.12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

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

贴、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二）公用经费 11.16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

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

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2018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02 万元，

同比增长 23.27%。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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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2018年本单位组

织出国团组0个，参加其他单位出国团组0个；全年因公出国

（境）累计0人次。与2017年相比，因公出国（境）经费支

出下降0%。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00 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费 0.00 万元，2018 年公务用车购置 0 辆。公务用

车运行费0.00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维修、保险等

方面支出，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0 辆。与 2017 年相比，公

务用车购置费和运行费分别下降0%。

（三）公务接待费 3.02 万元。主要用于省上业务主管

部门调研、检查各地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业务往来

交流等方面的接待活动，累计接待 29 批次、接待总人数

286。与 2017 年相比, 公务接待费支出增长 23.27%，主要

是:2017 年部分接待费用在本年支出。

六、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共对 2018 年 4 个项目实施绩

效监控，分别是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经费、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管理经费及“扫黄打非”工作

经费，涉及财政拨款资金 1609 万元。



23

共对 2018 年 3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分别是部门业务

费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管理经费及“扫黄打非”工作经费、

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经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涉及财

政拨款资金 1575 万元。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1.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

设定的绩效目标，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经费项目自评得分为

94.5 分，自评等次优秀。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575 万元，执

行数为 460 万元（我局及下属单位执行数为 31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80%。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8 年该项目实施后，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为三明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巩固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果，受

益群众满意度达 90%以上，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发现的主要问题：1.部分单位业务开展较缓慢，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未完全按照实施方案要求下达，只

核拨专项资金的 80%。2.群众满意度有待提高。三明是新型

工业城市，外来人口占有一定比例，不同群体对于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不同，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和需求测评机

制还不够完善，缺乏重大文化活动跟踪调查和宣传引导。3.

实施数量和效果有待提升。开展的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但离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场次和数量有待提

升，居民文化生活丰富程度还不够高。因规模大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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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内容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不同，实施效果有待提

升。

下一步改进措施：1.规范操作，深化管理。对照 2018

年市财政局下达的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逐一细化项目

经费，确保资金专项用于保障全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各

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理和各项群众文化活动

项目的开展等，并及时下达资金到相关部门单位。督促相

关单位按规定、按需要及时开展各类项目活动，确保资金

和政策落实到位，提升资金使用效益。2.提高公众参与积

极性及满意度。重点开展重大文化活动跟踪调查和宣传引

导，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等形式及时掌握群众反馈意见，适

时调整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方案，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预

告宣传，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

参与积极性和群众满意度。3.提升实施效果。加强供需对

接，开展“订单式”服务，完善三明市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进一步满足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文化服务

配送的场次和数量，力争完成 300 场以上的文化活动，丰

富文化服务形式和内容，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效

果。

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

绩

效

自

评

指

标

体

一级

指标

（目

标分

类）

二级指标

（分类

细化）

三级指标

（绩效目

标内容）

评分标准

（绩效目标值）
权重

得

分

投入
项目立项

情况

绩效目标合理

性

①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②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

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一项不符合扣一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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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绩效指标明确

性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是否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一项不符合扣 2 分，扣完为止。
5.0 5.0

绩效指标完成

率

①目标完成率 E=目标实际完成数/期初目标编制数，本指标得分为指

标权重×E。
5.0 4.0

资金落实

成本控制率

成本控制率 A=截至年末累计支出数/项目概算或当年预算数。A≦100%

得满分；100%﹤A≦105%时，得分为此项指标满分值-100×（A-100%）

（如：A=102.8%，此项指标权重 4 分，则得分为 4-2.8=1.2 分），A＞

105%时不得分。

5.0 5.0

资金到位率

①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资金到位率

大于 90%的得满分，每少 5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实际到位资

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

总额。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投入到项

目实施单位的资金总额。

5.0 3.0

资金使用率

①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资金使用率

大于 95%的得满分，每少 5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实际使用资

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施单位实际使用的资金总

额。

5.0 5.0

过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

性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

法、合规、完整。一项不符合扣一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

严格按管理制度执行得满分，每违反一条管理制度扣 1 分，扣完为

止。
5.0 5.0

项目质量可控

性

①是否具有或制定了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②是否采取了必需

的控制措施或手段。一项不符合扣 2.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2.5

资金使用

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

性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的重大

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一项不符合扣 2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5.0 5.0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是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

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无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此项不得分。有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但有 1 处不符合要求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5.0 5.0

项目资金安全

性

①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②是否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等情况。第一项不符合扣 2分，第二项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扣 3 分。

5.0 5.0

产出与

效益

产出数量
文艺演出、讲

座、展览次数

文艺演出、讲座、展览次数达到 300 场以上得 10 分，300-200 场得 6

分，200-100 场得 2分。
10.0 10.0

产出质量
全市文化设施

和网络覆盖

全市文化设施和网络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得 8 分，每降 5 个百分点扣 2

分，扣完为止。
10.0 10.0

社会效益

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丰

富群众文化生

活

1.打造服务品牌得 5 分；2.群众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得 5 分。不符合扣

相应分数。
10.0 1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达 95%以上得 10 分，每降 5 个百分点扣 2

分，扣完为止。
10.0 10.0

总权重、评价总分 （S） 100.0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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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

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自评得分

为 90 分，自评等次为优秀。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000 万

元，执行数为 793.8 万元（我局及下属单位执行数为 528.2

万元），完成预算的 79.38%。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8 年该项目实施后，加快文化与

旅游、创意设计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引

导拉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厚文化产

品，对改善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发现的主要问题：1.资金使用对象方面。目前执行的

《三明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财（教）

〔2014〕6 号）修订于 2014 年。实施以来，为我市文化产

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化新业态不断涌现并发展迅猛，

日益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应把这些新业态及时纳入

扶持范围，并制定具体和切实可行的扶持标准。2.资金使

用管理方面。对已经下达拨付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监督

检查不够，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没有采

取有约束力的控制措施或手段。3.受扶持企业发展问题。

受新媒体冲击，传统纸媒企业赢利较为困难，需要支持其

向新媒体方向转型升级；国有文化企业自有资本积累不

足，依赖银行贷款升级改造，还贷负担较重；以手机游戏

和动漫为代表的新业态企业受资金不足制约，市场推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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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弱，发展极为艰难；工艺美术品生产企业需进一步加大

项目培育力度，提高创新投入，努力拓宽市场。

下一步改进措施：1.建议对 2014 年制定出台的《三明

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将新

兴文化产业业态纳入扶持补助范围。2.加强资金使用管

理。争取今后对已经下达拨付资金的项目单位开展一次以

上的监督抽查，并选择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抽查和绩

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3.文化企

业普遍存在投资规模小、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小的特点，对

一些点子好，刚起步的创新型小微文化企业来讲，获得资

金补助的难度较大。希望能灵活调整扶持方式，针对一些

创意好，有核心技术，但包装能力较弱的文创企业，放宽

审核门槛，提升申报参与热情。

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

绩

效

自

评

指

标

体

系

一级指标

（目标分类）

二级指标

（分类细

化）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

内容）

评分标准

（绩效目标值）
权重 得分

投入

项目立项情况

绩效目标合理性

①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②是否与

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一项不符合

扣一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绩效指标明确性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一项不

符合扣 2分，扣完为止。

5.0 5.0

绩效指标完成率
①目标完成率 E=目标实际完成数/期初目标编制数，

本指标得分为指标权重×E。
5.0 4.0

资金落实 成本控制率

成本控制率 A=截至年末累计支出数/项目概算或当年

预算数。A≦100%得满分；100%﹤A≦105%时，得分为

此项指标满分值-100×（A-100%）（如：A=102.8%，

此项指标权重 4分，则得分为 4-2.8=1.2 分），A＞

105%时不得分。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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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

①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

100%。资金到位率大于 90%的得满分，每少 5 个百分

点扣 1分，扣完为止。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实到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总

额。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

计划投入到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总额。

5.0 2.0

资金使用率

①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资金使用率大于 95%的得满分，每少 5 个百分

点扣 1分，扣完为止。实际使用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施单位实际使用的资金总

额。

5.0 5.0

过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一项不符合扣一分，

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严格按管理制度执行得满分，每违反一条管理制度扣

1 分，扣完为止。
5.0 5.0

项目质量可控性

①是否具有或制定了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②

是否采取了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一项不符合扣

2.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资金使用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

证。一项不符合扣 2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5.0 5.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①是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无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此项不得分。有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但有 1处

不符合要求的扣 1分，扣完为止。

5.0 5.0

项目资金安全性

①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②是否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第一项不符合扣 2

分，第二项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扣 3分。

5.0 5.0

产出与效益

产出数量
带动我市文化产业

增加值增幅

带动文化产业增加值比增 8%以上得 10 分；文化产业

增加值比增 8-5%得 8 分；文化产业增加值比增 5-2%

得 6分；文化产业增加值比增低于 2%不得分。

10.0 6.0

产出质量
我市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

占比 2.5%以上得 10 分；占比 2-2.5%得 8分；占比低

于 2%得 0 分。
10.0 8.0

经济效益
扶持我市文化企业

做大做强

培育入库规上文化法人单位 130 家（含 130 家）以上

的，得 10分；培育入库规上文化法人单位 120-129

家得 8分；培育入库文化法人单位 120 家以下的得 0

分。

10.0 10.0

社会效益 文化服务基层群众

文化单位服务群众文化演出超过 100 场次的，得 5

分；文化单位服务群众文化演出 100-80 场次的，得 3

分；文化单位服务群众文化演出低于 80场次的，不

得分。

5.0 5.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文化企业对查验效

率满意度

文化企业满意度 90%以上的，得 5 分；文化企业满意

度 80-90%的，得 3 分；文化企业满意度低于 80%的，

不得分。

5.0 5.0

总权重、评价总分 （S） 100.0 90

（三）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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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1.16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下降 28.13%，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减少。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99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99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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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

中：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

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0 台

（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

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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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

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

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

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

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

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

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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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

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

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八)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