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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山西乡村村晚大比拼）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山西乡村村晚大比拼）

主管部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217 实施单位 山西省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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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25.82 10 86.07 8.6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0 0 -- 0 --

          省级财政资金 30 30 25.82 -- 8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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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乡村村晚大比拼活动 ，提升乡村旅游文化服务功能 ，锻炼基层农村文化队伍 ，提高
文化技能，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增加基层文化产品创作，向全国推介山西乡村文化 ，达
到宣传山西，讲好山西故事，扩大山西文化影响力。同时展示了新时代新农民的新形
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群众满意度（%）：95%；线上直播观众人数：200000；推进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程度 ：90%；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90%；活
动开展及时性：100%；群众文化活动覆盖率（%）：90%；赛事活动群
众知晓率（%）：95%；提升文化资源利用率：90%；农村农民文化技能
提升度：90%；活动参与人数（人）：1000；开展活动场次（次）：
1；演出观众人数（人）：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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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参与人数（人） >=1000人 1000人 7.5 7.5 无

线上直播观众人数 >=200000人 200000人 7.5 7.5 无

演出观众人数（人） >=10000人 >=1000人人 1000人 7.5 7.5
因疫情防控要求，大型活动

观众人数不得超1000人。

开展活动场次（次） =1场 1场 7.5 7.5 无

质量指标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均等化程度

>=90% 90% 7.5 7.5 无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90% 90% 7.5 7.5 无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100% 100% 7.5 7.5 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赛事活动群众知晓率
（%）

>=95% 95% 7.5 7.5 无

群众文化活动覆盖率
（%）

>=90% 90% 7.5 7.5 无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升文化资源利用率 >=90% 90% 7.5 7.5 无

农村农民文化技能提升
度

>=90% 90% 7.5 7.5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5% 7.5 7.5 无

总分 100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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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赛来自全省各市报送的 20支代表队、300余人带来了农民群众自编 、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吸引了现场1000余名群众观看。呈现了具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节目，以舞蹈、秧歌、曲艺、演唱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全方位呈现了新时代我省农民群众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实现

乡村振兴的新风貌。通过全省决赛共产生一等奖 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2名。通过活动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

追求，也将优秀的群众文化送到了基层 ，提升了老百姓文化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                                                             

预算执行情况：2021年初财政拨付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 (山西乡村村晚大比拼）专项资金30万元。我馆按照项目计划要求和进度 100%落实完成该项

活动，实际支出为25.82万元，节约资金4.18万元。同时，我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各项支出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和开支标准执

行，严禁随意改变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用途和截留 、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规定及时办理资金计划申请 ，加快资金支付，提高预

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产出情况及

分析

 1、来自全省各市报送的 20支代表队、300余人带来了农民群众自编 、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吸引了现场1000余名群众观看。呈现了具有浓郁地

方特色的节目，以舞蹈、秧歌、曲艺、演唱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全方位呈现了新时代我省农民群众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乡村

振兴的新风貌。通过全省决赛共产生一等奖 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12名。

 2、“乡村村晚大比拼”活动充分利用多媒体传播手段 ，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 、今日头条、山西公共文化超市云

平台、山西省文化馆公众号、山西省黄河电视台、晋城市融媒体中心进行线上直播 ，线上观看人数90.14万余人次，扩大了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 ，

效益情况及

分析

1、本次活动在全国文明村 ，5A级国家旅游景点皇城相府所在地皇城村举办 ，发挥文化和旅游的聚合优势 ，通过活动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和追求，也将优秀的群众文化送到基层 ，提升了老百姓文化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同时，发挥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优势 ，将我省的文化旅

游资源进行广泛宣传。

  2、提高了农民参与度，使得更多的群众了解、认识到了乡村村晚的目的 、意义。同时加大了农村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展示农村群众

精神风貌、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通过举办此次乡村村晚大比拼 ，涌现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优秀节目 ，为下一届选拔、评比提供

了经验基础。

  3、本次乡村村晚大比拼线上加线下共惠及人数达百万余人次

满意度情况

及分析

“乡村村晚大比拼”活动的圆满成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受到全省基层文化馆的热烈欢迎 ，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受到当地政府及广大群

众的喜爱，满意度指标完成95%。

主要经验做法

（一）工作实施

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5月17日在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如期举行 ，为保证总决赛的圆满顺利 ，决赛前在晋城市文化和旅游局的配合下多次赴承办地

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实地对接活动方案确认双方责任分工 ，制定相关疫情、后勤保障等应急预案，实地考察活动场地以及场地舞台搭建 、舞台设

施服务、场地氛围营造等相关事宜 ，现场实地落实参赛队伍食宿安排等有关工作 。

（二） 工作经验

  1、努力打造文化品牌，大力传播我省优秀的文化 ，提升惠民服务效能。

此次乡村村晚采用大比拼的形式 ，参赛队伍多，艺术形式多，影响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不仅让广大群众获得了欢

乐，提高了农民参与度，使得更多的群众了解、认识到了乡村村晚的目的 、意义。同时加大了农村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展示农村群众

精神风貌、传承优秀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通过举办此次乡村村晚大比拼 ，涌现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优秀节目 ，为下一届选拔、评比提供

了经验基础。

  2、文旅融合，下沉基层，发挥聚合效应，惠及基层群众

本次活动在全国文明村 ，5A级国家旅游景点皇城相府所在地皇城村举办 ，发挥文化和旅游的聚合优势 ，通过活动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和追求，也将优秀的群众文化送到基层 ，提升了老百姓文化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同时，发挥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优势 ，将我省的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广泛宣传。

  3、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 ，突破场地和时间的限制 ，线上发力，提高惠民服务的覆盖率 。

“乡村村晚大比拼”活动充分利用多媒体传播手段 ，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 、今日头条、山西公共文化超市云平台

、山西省文化馆公众号、山西省黄河电视台、晋城市融媒体中心进行线上直播 ，线上观看人数90.14万余人次，扩大了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 ，进一

步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满意度和幸福感，营造了隆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浓厚氛围。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总体规划经验不足。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乡村村晚活动 ，整体规划上经验欠缺，基层群众参与度有待提升 ，虽然我们前期赴春晚发源地浙江省

丽水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学习 ，但结合本省实际情况，总体规划上把握不足，还需大力鼓励发动群众广泛参与 ，制定相关奖励机制发动县 、乡、村

积极参与。

  2、节目形式、节目内容短板问题。乡村能人艺人众多，民间文艺资源丰富，本次村晚参与比赛的节目不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还存在一定的短

板，传统节目内涵进一步加强 ，创新节目少，节目形式有待进一步加强 。

下一步改进措施及

管理建议

 1、在今后的工作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展活动前期进行实地调研 ，整体规划，积极发动广大的群众参与到乡村村晚的活动中 ，真正实现

群众演、演群众、乐群众的目的。

  2、深挖乡村文化资源，将能够反映农村日常生产 、生活的特色节目进行加工 、包装，引导在当地进行展演 。同时，通过加强基层文艺骨干队伍

建设，为乡村文艺节目进行编排 、辅导，创新节目形式，提高节目质量，逐步提高群众的演艺水平 ，增强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