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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2019 年 

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背景及内容 

文化馆、图书馆是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机构，是开展公共文化服

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阵地。推动文化馆、

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实践；是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对于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项目根据青海省财政厅《关

于提前下达 2019 年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的通知》

（青财教字〔2018〕2106 号）文件实施。泽库县图书文化馆开展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青海解放 70周年泽库县草原游牧民文化艺术节

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活动及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

乡镇文化站用于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 

（二）项目资金到位、使用情况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项目投入资金共计 60.20 万元。截

止 2020 年 7 月 30日，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60.20 万元。县文化馆、图

书馆各补助 16.00 万元，用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青海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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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周年泽库县草原游牧民文化艺术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活

动及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6 个乡镇文化站各补助 4.70

万元（和日镇、麦秀镇、多禾茂乡、宁秀乡、王家乡、西卜沙乡）。 

（三）项目绩效目标 

短期目标：通过项目实施，丰富了基层文化活动，满足了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提升了文化馆的公众服务质量。普通公民能享受到更多

更好的精神文化服务，这对于提高公民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学习氛

围都是大有裨益的。 

长期目标：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的有效手段，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

重要举措，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对于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评价项目的情况和特点，了解和掌握项

目实施的情况，制定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科学、客观、公正

的对项目管理及项目产出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及资金的使用效益。 

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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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及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进行评

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

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原则：绩效评价本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本次绩效评价由项目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

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针对建设项目具体投入及相

关效益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应与资金投入和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

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依据 

1、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9年图书馆文化馆（站）免

费开放专项资金的通知》（青财教字〔2018〕2106号） 

2、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关于 2019年图书馆文化馆（站）免

费开放专项资金的自评报告》 

3、《2019 年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的自评报告》 

4、《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 

5、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6、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财务会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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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项目情况，从财务指标、业务指标和效益指标三大方面拟订

绩效评价指标，设定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17 个三级指标。

业务指标、财务指标和效益指标共设 100 分，业务指标占比 47%，财

务指标占比 20%，效益指标占比 33%。 

（五）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泽

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项目自身

的特点，本次评价工作采用询问查证法、问卷调查法进行绩效评价。 

1、询问查证法：在比较分析项目资料的基础上，以现场或非现

场方式，通过询问、查看影像资料等形式，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

合理，从而对项目产生的效益做出判断和评价。 

2、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在群众中发放、

收集、分析调查问卷，进行评价和判断，设置目标群体满意度来评价

项目绩效。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档次表 

评价档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总体评价分值 S≥90 分 90 分＞S≥75 分 75 分＞S≥60 分 S＜60 分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总体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为 89.7 分，其中：财务指标满

分 20分，实际得分 20 分；业务指标满分 47分，扣分 10分，实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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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7 分；效益指标满分 33 分，扣分 0.3 分，实际得分 32.7 分。绩

效等级为良好。（详见附件）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财务指标（指标分 20 分，实际得分 20 分）主要评价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合规性。 

1、资金使用。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

放项目到位资金 60.20 万元。县文化馆、图书馆各补助 16.00 万元，

用于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青海解放 70周年泽库县草原游牧民

文化艺术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活动及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

类培训项目。6 个乡镇文化站各补助 4.70 万元（和日镇、麦秀镇、

多禾茂乡、宁秀乡、王家乡、西卜沙乡）。经检查相关财务资料，未

发现挪用、挤占、截留专项资金现象。 

2、专项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开

支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建立台账，上级拨入、本级支出、发放使用及

结余情况清楚明晰。 

3、资金使用率。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项目到位资金 60.20

万元，实际支付 60.20 万元，专项资金应使用 60.20 万元，实际使用

60.20 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 

4、资金支付。2019年 5 月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拨付泽库县文

化图书馆 2019 年两馆免费开放资金 32.00 万元，用于开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青海解放 70周年泽库县草原游牧民文化艺术节暨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果展示活动及举办普及性文化艺术类培训项目。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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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10 月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拨付和日镇、麦秀镇、多禾茂乡、

宁秀乡、王家乡、西卜沙乡乡镇文化综合站免费开放资金 28.2 万元。 

（二）业务指标（指标分 47 分，实际得分 37 分）主要评价项目

的组织管理、目标完成情况。 

1、组织管理及制度。成立了专门的 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

专项资金项目领导机构，有明确的岗位分工，配备相应人员具体负责

项目资金的管理。但文体旅游广电局对乡镇综合文化站未能按照《中

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进行跟踪监督。 

2、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补助标准。根据《中央

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要求，补助标准为：地市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每馆每年 50 万元；县级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每馆每年 20

万元；乡镇综合文化站每站每年 5万元。泽库县文化馆及图书馆各补

助 16 万元，6 个乡镇文化站各补助 4.7 万元。经检查泽库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财务资料，未发现超标准补助的情况。 

3、项目完成情况。2019年泽库县文化图书馆根据《中央补助地

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要求，开展了大美青海文艺轻骑兵“不忘初心、感恩祖国”文

艺演出活动、举办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南藏戏）民间剧团培

训班等一系列活动。泽库县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了少儿读物、法律法

规书籍、藏文古籍、报刊等文化功能室，音乐室、舞蹈排练室、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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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及非遗展览室等服务场所。 

（三）效益指标（指标分 33 分，实际得分 32.7 分）主要惠民措

施和社会效益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1、惠民措施。通过项目实施，在一定程度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自信力。普通公民能享受到更多更好

的精神文化服务，提高公民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都是大有

裨益的。 

2、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能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

动。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3、项目可持续性。通过项目实施，满足了泽库县居民的文化服

务需求，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的存在和

实施有很大的必要性。但由于对乡镇文化站资金监管不到位，无法保

证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五、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专项资金监管不到位。2019 年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专项

资金下达到乡镇综合文化站后，泽库县文体旅游广电局未能对其使用

起到监督监管的作用。 

（二）绩效目标未能细化。项目实施单位未能结合《中央补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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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及时细化、量化绩效指标，造成后期绩效评价工作中，对政策效

果难以全面考核和有效评价。 

六、提出的建议 

（一）加强资金监管制度。对资金使用标准、范围、等进行明确

规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项目资金。 

（二）拓展政策宣传方法。举办公益性讲座、展览，开展阅读推

广、宣传活动，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加大对文化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

的宣传，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受益于该项政策。 

（三）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包括日常管理制度和监

督反馈机制，并提出明确的服务要求和质量考核标准，就服务对象反

馈的情况，及时进行研究、解决和反馈，提高受益人群的满意度。 

（四）服务有待提高。在文献资源检索、阅览、外借、上网等资

源免费的同时，群众希望更好的加强项目流程的公示和工作人员的解

释指导。 

（五）重视项目绩效评价。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提高对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的认识，进一步细化、量化项目绩效指标，增强项目效益实现

程度的可考核性，做好绩效评价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