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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
绩效自评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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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强化

部门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效益，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和省级转移

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赣财绩〔2022〕2 号）

要求，我部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1 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绩效自评

价，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省级资金安排和分解下达情况

2021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预算安排为9595.5万元，分三批进

行下达，其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经费3100万元为配套中央

转移支付下达，已在中央转移支付绩效中做自评。故本次省级文

化事业建设费自评预算为6495.5万元，共计42个子项目，按项目

使用方向，分为理论创新类4个项目，小计1200万元；文化发展

类19个项目，小计2772万元；文明实践类7个项目，小计418.5



2

万元；新闻宣教类12个项目，小计2105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项目年度绩效总目标

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紧

扣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线，牵头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唱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着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着力增强

赣鄱文化软实力，着力掌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为携手

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提供坚强思想舆

论保证。

2.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围绕江西智库建设和理论事业发展，对我省 15 个重点

高端、培育智库进行补助，不断提升我省智库发展水平，积极参

与 2021 江西智库峰会暨国家级大院大所产业技术及高端人才江

西活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省重点智库决

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持续增强。

（2）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十四五”时期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乡

村振兴、文化强省建设等重大主题，策划组织召开了多场学术活

动，并进行品牌刊物建设，不断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加强品牌刊物建设，以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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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3）围绕文化强省主题，推动举办文化强省系列活动和文

产产业高峰论坛等活动，进行红色基因库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博

览会，积极开展江右文库编纂和江西文化符号编纂出版工作，不

断对外传播江西文化，传递江西声音。

（4）围绕进一步推动江西文化繁荣发展，提升江西人民文化

艺术水平，积极开展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工作，对南昌交响乐团、

春节团拜会、陶艺展等活动进行补助，努力打造江西文艺新高地，

提升南昌文化氛围和城市文化品位。

（5）聚焦文明发展这个重点，在各地各部门广泛发动、层层

推选、逐级把关、择优推荐的基础上，遴选推荐 2020 年度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指导江西文明网不断健

全完善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系统。

（6）对标中央大力发展融媒体事业，不断推动“学习强国”

平台建设深化细化。

（7）聚焦建党百年这个主题，推动各地市、县区开展建党百

年宣传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信息综合

指挥中心建设，不断强化舆论引导和爱国主义教育。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预算安排6495.5万元，省财政实际

下达文化事业建设费6495.5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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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实际支出

5626.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6.62%。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部严格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公共文化专项

资金>的通知》(赣财字〔2017〕39 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专项资金监督和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赣宣发〔2018〕18 号)《江

西省智库课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赣宣发〔2019〕6 号)

《省委宣传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布展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江西省文艺精品创作资助管理办法（暂行）》(赣宣发〔2020〕

9 号)等文件要求，对文化事业建设费执行专款专用，确保专项

资金的使用绩效。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我部扭住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

进”重要要求，紧扣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线，立足江西发展实际，

统筹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较好地完成了 2021 年度文

化事业建设费的各项绩效目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理论创新类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智库经费已按照 80 万/个、40 万/个标准拨付至 10 家省级

重点高端智库、5 家省级重点培育智库，省级重点高端智库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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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 篇研究报告，5 家省级重点培育智库已完成 5 篇研究报告。

《江西社会科学》《企业经济》各出刊 12 期，刊登文章总计 549

篇，不存在滞后出刊现象；期刊校对差错率小于万分之二，共印

制合格期刊 24600 册。共发表各项理论研究文章 23 篇，其中在

国家级党报发表 2 篇，举办学术活动 9 场，其中举办全国性以上

学术会议 1 场；各项课题按时完成率达到 95%以上，各项成本控

制良好，不存在超预算、超成本的现象。

（2）文化发展类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度，江西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对文化强省建

设的支撑作用日益彰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显著提升，有

力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围绕中宣部 2021 年

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工作计划，经积极申报，我省瑞金中央革命

根据地纪念馆（赣州）和方志敏纪念馆（上饶），被中宣部列入

2021 年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单位（全国 33 家）。各项出版工作

顺利推行，目前已形成了《江右文库》编纂出版总体方案，完成

了《江右文库》形象标识（LOGO）设计方案征集、评选和发布工

作，启动了文献编、方志编、精华编选目工作和方志编底本征集

等相关工作，《江西文化符号丛书》英文版编撰出版工作已完成

英文版图书 12 种的编辑审校。

在文艺创作方面完成戏剧补助 20 部、电视剧补助 11 部、歌

曲 13 部，广播剧 1 部。补助包含创作补助、演出或播放补助等

不同形式，全环节为文艺精品生产营造良好环境。参与补助的项

目有 70%以上进行了展演和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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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明实践类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为更好地提升文明程度，省文明办相继开展志愿服务、好人

故事会进基层、文明赣鄱三送等活动，常态化进行公益广告投放，

积极开展文明实践平台建设工作，有序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进行。

为进一步加大对我省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扶持，组织开展

2021 年度全省示范性重点志愿服务项目评审工作，给予全省 50

个示范性重点志愿服务项目，根据项目不同区分 5、4、3 万元三

类标准差额化扶持，共计 200 万元补助经费。共创作 600 条公益

广告，并持续在省电视台 7 个频道进行播出，累计播出 4.2 万余

条，播出内容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税法、消防、戒毒、征

兵、版权、宪法宣传、禁渔、防灾、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

（4）新闻宣教类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21 年，省融媒体推进中心扎实推进“学习强国”江西学

习平台工作。2021 年 8 月上旬，基本完成安全屋项目建设任务，

9 月底顺利通过中宣部验收。一年来，全省各级供稿单位提交稿

件数超 5 万篇，江西学习平台签发通过稿件超 2 万篇，总平台选

用江西稿件超 2000 篇，策划推出专题 100 余个。新建 7 个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完成录制及后期制作 44 个江西红色故

事情境讲演视频，并全面接入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上数字

展馆云平台进行展播，累计拍摄展陈面积 31523 ㎡，拍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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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0 张；拍摄视频 786 分钟；配音 145700 分钟。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理论创新类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省重点智库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进一步健全完善项目申

报、专题调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等工作机制，积极参与 2021

江西智库峰会暨国家级大院大所产业技术及高端人才江西活

动，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省重点智库决策

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持续增强。支持建设的品牌刊物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复合影响因子提高 50%，期

刊综合影响因子提高 54%，实际《江西社会科学》期刊复合影响

因子 2020 年 1.310,2021 年 1.66；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2020 年

0.690，2021 年 0.813；《企业经济》复合影响因子 2020 年 1.942，

2021 年 2.459；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2020 年 0.760，2021 年 1.032。

举办的学术活动被各类媒体报道宣传 12 余次，持续性举办社科

理论普及活动 8 场。

（2）文化发展类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度，江西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对文化强省建

设的支撑作用日益彰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显著提升，有

力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积极推动“精品出版”

建设，用心用情用力打造了一批社会效益突出、双效俱佳的出版

精品力作。截止目前，共有 78 个精品出版项目获得国家级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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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荣誉，其中《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 6 个项目荣获第五届

中国出版政府奖，《琵琶围》《目光》2 种图书入选 2020 年度

“中国好书”，16 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2 个项目入

选走出去国家重点项目，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主题、少儿等出版

品牌产品线。聚焦服务文化强省建设，讲好江西故事，增强文化

自信，组织抓好《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第一辑）出版发行和宣

传推介，顺利启动《江右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和中华版本普查工

作。

在文艺创作扶持方面，重点项目赣剧《血火熔炉》承担中宣

部“唱支心歌给党听”江西站启动仪式演出任务，并完成巡演

30 场以上；重点项目歌剧《山茶花开》一般项目京剧《望红关》、

一般项目话剧《108 个赞》均完成巡演任务；另推荐了 4 部戏剧、

3 首歌曲参加国家级展播展演，其他作品在省级以上展演展播；

组评展演覆盖面较广，极大地惠及了群众，真正让文学艺术既反

映群众生活又走入群众生活；传播推广程度较宽，满足了人民群

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要。南昌交响乐团超额完成演出收益 220 万

元，并通过举办公益活动、重大节日演出，走进群众，培养市

民音乐欣赏能力，让广大市民接受高雅音乐熏陶。

（3）文明实践类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每年进行 1 次以上实地暗访测评，推进常态长效创建，持续

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通过扎扎实实的文明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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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力推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落到实

处、落到基层，大大提振了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风貌，改善

了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水平和群众生活品质，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

（4）新闻宣教类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融媒体推进中心作为全省媒体和各级融媒体中心的指挥中

枢，充分发挥三级联动作用，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全省融媒体主题

策划会，推动省市县三级大策划、大联动、大制作。同时，充分

依托“学习强国”江西学习平台整合资源、联动策划。在爆款稿

件中，阅读量 1000 万+的图文稿件 3 条，500 万+的稿件 2 条；

阅读量 100 万+的视频稿件 27 条，充分反映了公众参与度。在专

题策划方面，截至 12 月初，江西学习平台 2021 年共搭建 100 个

专题，其中《“战贫记”——江西扶贫档案》《“四史”问答

30 秒》等 19 个专题被总平台选用，展示了江西新形象，传播了

江西好声音。

同时据阿里云大数据分析，截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江西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云平台的访问次数达 9032.12 万次，

江西省内访问量达 8482.47 万次；网站留言量共 43440 条，资

源网络数据流高达 50TB；用户访问区域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

区及港澳台地区。同时，数字展馆云平台的访问用户还遍及亚洲、

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洲，涉及俄罗斯、美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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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韩国、菲律宾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对相关人群的满意度调查，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服务对象

满意率在 90%以上。

三、偏离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目标的原因

1.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预算执行率偏低。2021 年省财政下达

文化事业建设费中部分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较低，影响了文化事

业建设费的整体预算执行率。文化事业建设费金预算执行率偏低

的原因：一是部分项目资金下达时间较晚，导致资金使用较为缓

慢；二是有些与项目本身性质有关，如《江右文库》编纂项目，

前期准备工作历时较长，还需要经过文献收集整理等过程，前期

费用较少。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及时对 2021 年已完成项目进行结算，加快文化事业建设费

支付进度，确保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预算执行效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部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下一步

我们将总结经验，积极对不足之处进行整改，并将专项资金绩效

目标执行力纳入各级年终考评指标，做到逐级落实责任，进一步

提升职能效能管理水平。

我部将在财政审核通过后将 2021 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绩效

自评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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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2022 年 4 月 12 日



12

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文化事业建设费

省级主管部门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地方主管部门 各地市、县委宣传部 资金使用单位
省委宣传部、各相

关县区和部门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495.5 5626.5 86.62%

其中：省级资金 6495.5 5626.5 86.6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

进”重要要求，紧扣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线，

牵头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着力唱

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着力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着力增强赣鄱文化软实力，

着力掌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为携手

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

提供坚强思想舆论保证。

一是基本完成2021年度10个重点高端智库、

5个重点培育智库补助和品牌刊物建设补

助，进一步提升江西智库建设水平，巩固阵

地建设。二是文化强省大会系统活动补助和

红博会，提升江西文化影响力，擦亮江西红

色品牌。三是着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开展文明活动，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

人民文明素养。四是积极进行爱教基地建设

和融媒体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度，

提升资讯普及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高端智库个数 10 个 10 个

重点培育智库个数 5个 5 个

期刊出刊期数 24 期 24 期

理论研究文章篇数 ≥15 篇 23 篇

举办学术活动 ≥6场 9 场

文艺补助数量 ≥40 部 43 部

文艺补助种类 4种 4 种

图书出版种类 12 种 12 种

公益广告播出条次 6000 条/年 4.2 万余条

全国文明城市参评县级 6个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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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年签发稿件数量 ≥1万篇 2万篇

新建爱教基地场馆数量 7个 7 个

拍摄讲演视频数量 44 个 44 个

质量指标

智库研究报告 ≥10 篇 15 篇

期刊校对差错率 ≤0.2‰ ≤0.2‰

国家级党报发表文章数

量
≥2篇 2 篇

国家级学术会议 ≥1场 1 场

图书印制差错率 ≤0.1‰ ≤0.1‰

入选国家级展播展演作

品数量
≥4部 7 部

安全屋签发平台验收 合格 合格

总平台选用稿件数量 ≥2000 篇 ≥2000 篇

时效指标

课题按时完成率 ≥80% 95%

公益广告播出及时率 100% 100%

安全屋签发平台是否按

时验收
是 是

成本指标

重点高端智库补助成本 80万元/ 个80 万元/ 个

重点培育智库补助成本 40万元/ 个40 万元/ 个

志愿服务项目补助成本 5/4/3 万元 5/4/3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南昌交响乐团创收 ≥0万元 220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

策
不断强化 不断强化

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提升

比例
≥20% 50%

期刊综合影响因子提升

比例
≥20% 54%

提升爱教基地综合功能 显著 显著

公众参与度 良好 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文明程度方面 长期 长期

文化发展可持续性 长期 长期

宣传文化水平提升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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