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公开表1

2022年预算收支总表

部门：[217103]山西省文化馆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2022年 项目 2022年合计
当年预算
安排

上年结转安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34.00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

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1,634.04 1,557.51 76.5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2.71 212.71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63.78 63.78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
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834.00 本年支出合计 1,910.53 1,834.00 76.53

上年结转 76.53 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 1,910.53 支出总计 1,910.53 1,834.00 76.53



预算公开表2

2022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合
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
金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1,834.00 1,834.00 76.53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57.51 1,557.51 76.53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1,557.51 1,557.51 76.53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2.00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190.51 1,190.51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367.00 367.00 64.53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2.71 212.7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2.71 212.71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86.40 86.40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4.21 84.21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2.11 42.11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63.78 63.78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2.04 2.04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04 2.04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1.74 61.74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51.21 51.21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10.53 10.53



预算公开表3

2022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1,910.53 1,051.18 859.35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634.04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1,634.04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2.00 12.00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190.51 774.69 415.82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431.53 431.53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2.7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2.71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86.40 86.40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4.21 84.21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2.11 42.11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63.78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2.04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04 2.04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1.74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51.21 51.21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10.53 10.53



预算公开表4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34.00
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国防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1,634.04 1,634.04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212.71 212.71

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卫生健康支出 63.78 63.78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
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
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
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
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预备费

其他支出

转移性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抗疫特别国债安
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834.00 本年支出合计 1,910.53 1,910.53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76.53 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76.53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收入总计 1,910.53 支出总计 1,910.53 1,910.53



预算公开表5

2022年一般预算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1,910.53 1,051.18 859.35

207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634.04 774.69 859.35

　20701 　[20701]文化和旅游 1,634.04 774.69 859.35

　　2070108 　　[2070108]文化活动 12.00 12.00

　　2070109 　　[2070109]群众文化 1,190.51 774.69 415.82

　　2070199 　　[2070199]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431.53 431.53

208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2.71 212.71

　20805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2.71 212.71

　　2080502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 86.40 86.40

　　2080505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4.21 84.21

　　2080506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2.11 42.11

210 [210]卫生健康支出 63.78 63.78

　21007 　[21007]计划生育事务 2.04 2.04

　　2100799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2.04 2.04

　21011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61.74 61.74

　　2101102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 51.21 51.21

　　2101103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 10.53 10.53



预算公开表6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

单位：万元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合计 1,051.18

工资福利支出 841.39

　基本工资 329.05

　津贴补贴 38.26

　奖金 2.04

　绩效工资 194.63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84.21

　职业年金缴费 42.1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4.2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53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79

　住房公积金 90.56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8.61

　办公费 3.00

　邮电费 0.10

　取暖费 7.97

　物业管理费 19.95

　差旅费 3.00

　维修(护)费 5.00

　公务接待费 5.00

　劳务费 24.80

　委托业务费 1.00

　工会经费 10.64

　福利费 18.6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60

　其他交通费用 5.8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9.1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1.18

　离休费 42.88

　退休费 27.22

　生活补助 2.04

　医疗费补助 7.00

　奖励金 2.04



预算公开表7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公开表8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公开表9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预算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预算公开表10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5.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6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60

合计 9.60



预算公开表11

2022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2022年预算数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集中供热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92,700 年度资金总额： 130,9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392,700       省级财政资金 130,9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单位房屋面积总计6678.66平米，其中与太原市热力公司签订供热合同的用热面积5342.33平米（其中：办公面积1392平米，展厅面积370平米，其
他区域面积3580.33平米（包括琴房、画室、辅导培训教室、机房、排练室等）），按规定标准缴纳用热费20.03万元。根据《2020年省属行政事业单
位“商品和服务支出”分类分档定额标准》计算供热费为6.94万元，我馆现有经费不足以弥补供热经费不足，现有经费缺口13.09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太原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供热费=供热面积*每平米收费标准*供暖时间，即5342.33平米*7.5元/平米*5个月=200337.44元

项目设立必要性 在持续低温的寒冬为来我馆工作、活动的工作人员、群众提供温暖舒适的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与太原市热力公司签订供热合同、每年供热前对供热管道进行一一排查、加强管道保温和楼道保温、遇到跑冒滴漏等及时排除

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进行供暖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为场馆免费开放提供基本供暖保障 为场馆免费开放提供基本供暖保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 ＝5342.33平方米 数量指标 集中供热面积 ＝5342.33平方米

质量指标 集中供热覆盖率 ≥90% 质量指标 集中供热覆盖率 ≥90%

时效指标 供热期 ＝15月 时效指标 供热期 ＝5月

成本指标 供热费用 ＝39.27万元 成本指标 供热费用 ＝13.0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人数，提升服务效能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人数，提升
服务效能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本地环境的污染率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来馆活动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职工满意度 ≥95%

职工满意度 ≥95%

负责人： 白向杰 经办人： 文也武 联系电话： 0351-4163025 填报日期：    20210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免费开放基本保障费—单位运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185,000 年度资金总额： 395,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185,000       省级财政资金 395,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一、保障多功能厅、展览厅、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
术、曲艺等）、娱乐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正常运行的水电费、安全保洁人员费用、设备设施维护更新、
场地租用费用。二、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
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相关服务费用。三、为保障基本职
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费用

立项依据 文财务发【2011】5号《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一,文化馆是党和政府为人民而建的。它为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而存在。文化馆承担着为
人民谋文化福祉，为民族谋文化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公众教育、普及文化艺术、传承优秀民
族民间文化、辅导基层文化骨干、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
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把文化馆（站）、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列为公共文
化设施。 三、文化馆面向群众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教育，广泛开展富有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常年对
群众文艺团队以及基层开展辅导、指导、培训等工作，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

务，保障文化权益、增进文化福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度：我馆制定了《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山西省文化馆教室级排练厅免费开放使用管理规定》
、《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馆内教学管理办法》、《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馆外教学培训辅导管理办法》、《山西省文
化馆艺术团管理办法》 措施：1、我馆实施免费开放以来， 不断完善硬件设施，保障多功能厅、展览厅（陈列厅）、
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综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娱乐
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面向群众免费开放2、开展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针对少儿、老年等不同年龄段
人群常年开设九个门类、十四个班级如：声乐、舞蹈、书法、国画、琵琶、合唱等公益培训）3、开展公益性群众文化
活动（举办农民工歌手大赛、开展广场舞大赛及展演，同时利用“广场舞+互联网”新模式来提升影响力、开展“群星
耀三晋、新风进万家”全省百场巡演等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平台，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化艺
术活动的积极性，引导和带动群众文艺作品的创作和生产，更好的繁荣发展群众文艺工作公益性展览展示、通过举办网
络摄影展、农民画优秀作品展、山水画临摹展等以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宗旨，以百姓生活为依托展现新
时期、新农村、新变化。） 4、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  举办山西特色广场舞创作及
推广培训，通过此项活动引领示范，传承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推动广场舞文化在全省健康有序地开

展，对于全省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 

项目实施计划

 一、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向群众开放：        我馆免费开放的空间场地面积6591平方米，其中包括多功能厅、展
览厅（陈列厅）、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综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术
、曲艺等）、娱乐活动室等        二、我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项目：       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
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       
三、免费开放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00.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根据群众世纪需
要实行预约开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
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围绕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参加公共文化活动以及科普、健身

等内容，不折不扣地维护好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体
系，围绕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参加公共文化活
动以及科普、健身等内容，不折不扣地维护好群众基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免费开放受益人数增长率 ≥20%

数量指标
免费开放受益人数增≥20%

开放时长 ≥8小时 开放时长 ≥8小时

质量指标 提升免费开放安全防控能力 ≥20% 质量指标 提升免费开放安全防≥20%

时效指标 正常运维、可持续影响 ≥10年 时效指标 正常运维、可持续影≥10年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118.5万元 成本指标 运行成本 ＝39.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人数、提升服务效能≥4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人数、提升≥40%

群众文化团队活动开展及时率＝100% 群众文化团队活动开＝100%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免费开放基本保障费—单位运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185,000 年度资金总额： 395,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185,000       省级财政资金 395,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一、保障多功能厅、展览厅、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
术、曲艺等）、娱乐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正常运行的水电费、安全保洁人员费用、设备设施维护更新、
场地租用费用。二、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
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相关服务费用。三、为保障基本职
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费用

立项依据 文财务发【2011】5号《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一,文化馆是党和政府为人民而建的。它为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而存在。文化馆承担着为
人民谋文化福祉，为民族谋文化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公众教育、普及文化艺术、传承优秀民
族民间文化、辅导基层文化骨干、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
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把文化馆（站）、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列为公共文
化设施。 三、文化馆面向群众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教育，广泛开展富有地方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常年对
群众文艺团队以及基层开展辅导、指导、培训等工作，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

务，保障文化权益、增进文化福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度：我馆制定了《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山西省文化馆教室级排练厅免费开放使用管理规定》
、《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馆内教学管理办法》、《山西省文化馆免费开放馆外教学培训辅导管理办法》、《山西省文
化馆艺术团管理办法》 措施：1、我馆实施免费开放以来， 不断完善硬件设施，保障多功能厅、展览厅（陈列厅）、
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综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娱乐
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面向群众免费开放2、开展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针对少儿、老年等不同年龄段
人群常年开设九个门类、十四个班级如：声乐、舞蹈、书法、国画、琵琶、合唱等公益培训）3、开展公益性群众文化
活动（举办农民工歌手大赛、开展广场舞大赛及展演，同时利用“广场舞+互联网”新模式来提升影响力、开展“群星
耀三晋、新风进万家”全省百场巡演等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为广大群众提供展示平台，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化艺
术活动的积极性，引导和带动群众文艺作品的创作和生产，更好的繁荣发展群众文艺工作公益性展览展示、通过举办网
络摄影展、农民画优秀作品展、山水画临摹展等以弘扬社会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宗旨，以百姓生活为依托展现新
时期、新农村、新变化。） 4、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  举办山西特色广场舞创作及
推广培训，通过此项活动引领示范，传承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推动广场舞文化在全省健康有序地开

展，对于全省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 

项目实施计划

 一、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向群众开放：        我馆免费开放的空间场地面积6591平方米，其中包括多功能厅、展
览厅（陈列厅）、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综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术
、曲艺等）、娱乐活动室等        二、我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免费开放项目：       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
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       
三、免费开放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00.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根据群众世纪需
要实行预约开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
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围绕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参加公共文化活动以及科普、健身

等内容，不折不扣地维护好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体
系，围绕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参加公共文化活
动以及科普、健身等内容，不折不扣地维护好群众基本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白向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0351-4163025 填报日期：    202107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四个一批—“唱响黄河”2022年全国民歌邀请赛)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0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0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3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次大赛以“唱响黄河”为主题，旨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中国优秀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发

挥积极的作用，也为全国的民歌交流、展示提供好的平台。山西是民歌的海洋，有着丰富的民歌资源，届时来自全国的
70多名歌手将齐聚黄河壶口瀑布，用优秀的民间艺术歌唱祖国、礼赞盛世。

立项依据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文旅发[2020]14号、 省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实施民生实事的工作安排部署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18年我省在怀仁市举办了全国十六省区民歌大赛，2019年在大同市举办了全国十九省区民歌大赛，在全国产生一定的
影响。本次大赛以“唱响黄河”为主题，旨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中国优秀民间音乐的保护传承发展、促进民族
团结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为全国的民歌交流、展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度：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晋财省直预[2021]38号、《山西省文化馆“三重一
大”事项决策制度》、《山西省文化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措施: 比赛由省厅纪检全程监督，预计划半决赛、决赛
评委7人，由省厅纪检和公共服务处在我省专家库抽选，保证赛事公平公正。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拟于2022年8月22至24日在临汾市吉县壶口镇举行。 本省区由各市文化馆推选33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外省区由全
国16省（河北、吉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西藏、宁
夏）区文化馆推荐优秀歌手40名参加决赛。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歌展演，以民歌的形式激发唤醒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赤子之情，培

育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歌展演，以民歌的形式激发唤醒
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赤子之情，培育具有影响力的文

化品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活动参与人数（人） ≥110人

数量指标

活动参与人数（人）≥110人

开展活动场次（次） ＝3场 开展活动场次（次）＝3场

演出观众人数（人） ≥1000人 演出观众人数（人）≥1000人

线上直播观众人数 ≥200000人 线上直播观众人数 ≥200000人

质量指标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90%

质量指标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90%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提高%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提高%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文化活动覆盖率（%） ≥85%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提升

赛事活动群众知晓率（%） ≥85% 群众文化活动覆盖率（%）≥85%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提升 赛事活动群众知晓率（%）≥8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化资源利用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化资源利用率 ≥90%

歌手技能提升度 ≥20% 歌手技能提升度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文化人才专项(省级资金—省文化馆)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80,000       省级财政资金 6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文化工作者服务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办
人发【2021】113号）要求，参照原“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模式，2022年继续组织实施文化工作者服务

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引导文化工作者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目标1：保障艰苦边远地区和基
层一线文化工作日常开展，目标2：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培养一定数量的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
者，从而提高该地区文化人才素质目标3：通过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基层，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立项依据

中组部、文化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实
施方案的通知》（文人发【2013】1号） 山西省《关于组织开展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
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的通知》（晋文发【2013】17号）《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文化工作者服务支持艰
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办人发【2021】113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通过文化人才专项的开展，选派优秀优秀文化工作者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培养一定
数量的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从而提高该地区的文化人才素质，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组部、文化部等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文人发【2013】1号） 山西省《关于组织开展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
化工作者专项工作的通知》（晋文发【2013】17号）、《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文化工作者服务支持艰
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专项实施工作的通知》（办人发【2021】113号）

项目实施计划
1、形成组织合力，大力开展文化人才专题培训工作2、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保障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化工作开
展3、组织调研考核，不断推进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化工作4、服务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化重点文化工作，
实现文化人才专项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目标1：保障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化工作日常开展，目标2：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
线培养一定数量的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从而提高该地区文化人才素质目

标3：通过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基层，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目标1：保障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化工作日常开
展，目标2：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培养一定数量的
文化业务骨干和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从而提高该地
区文化人才素质目标3：通过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基

层，推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水平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数量 ＝6人/年 数量指标 选派基层文化工作者＝6人/年

质量指标 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 ＝100% 质量指标 优秀工作者选派比例＝100%

时效指标 选派工作及时性 ≥95% 时效指标 选派工作及时性 ≥95%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派驻人员覆盖率 ≥80% 社会效益指标 派驻人员覆盖率 ≥80%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文≥8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艰苦边远地区和基≥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服务单位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单位满意度 ≥95%

选派人员满意度 ≥95% 选派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山西省省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补助资金(公数资金—“山西民间文化艺术之旅”特色品牌数字文化资源建设)

主管部门及代码 217-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长期开展） 项目期 3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2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86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62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重点围绕2021年—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晋中市左权县（左权民歌）、朔州市应县（耍孩儿）、忻州市
河曲县（二人台）、长治市长子县南漳镇（八音会）、晋城市泽州县大阳镇（古镇民俗）、运城市新绛县（绛州鼓乐）等
县乡开展特色数字文化资源建设。采用微视频形式，系统记录和传播新时代的三晋沃土上“活起来”“接地气”“勇创新
”的、焕发生机的民间文化艺术，讲好山西故事。

立项依据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财务司关于做好2022年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公共函〔2021〕16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当前，基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十分旺盛，为此,依托省级公共文化云实施公共文化云项目,通过PC端、移动端等终端为
基层群众提供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逛场馆、读好书、赶大集等丰富多样、随时随地的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与产品,破
解基层服务难题, 进一步加强山西共数字文化建设，促进区域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度：《山西省文化馆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山西省文化馆“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山西省文化馆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措施：1、成立项目采购及专项小组； 2、组织召开馆内项目申请汇报会，按照“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
对项目进行确立、审定； 3、组织成立专家组对项目进行方案论证、并实施验收，确保项目圆满、高质、高效完成。

项目实施计划
1、策划制定实施方案（30天）； 2、由专家组审核确认方案； 3、技术研发服务功能（180天）； 4、功能上线测试（30
天）； 5、开展文化活动直录播（90天）； 6、完成交付，进行验收。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建设或优化具有山西特色的微视频专题资源31小时／年。 建设或优化具有山西特色的微视频专题资源31小时／年。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作视频时长 ＝31小时/年 数量指标 制作视频时长 ＝31小时/年

质量指标
视频质量 高清

质量指标
视频质量 高清

呈现平台 山西公共文化超市云平台 呈现平台 山西公共文化超市云平台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制作 ＝2万/小时 成本指标 制作 ＝2万/小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助推山西文化旅游品牌知晓率≥50% 社会效益指标 助推山西文化旅游品≥50%

生态效益指标 对本地环境的影响 较好 生态效益指标 对本地环境的影响 较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旅品牌效应 长期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旅品牌效应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受众群体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众群体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王隽 联系电话： 13303468281 填报日期：    20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