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农村文化活动绩效评价指标

填报单位： 舒城县文旅体局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备注

1

投入

（25分）

保障
机制

（17分）

规划编制 4

项目市、县（区）根据当地的《国民经济“十四五”发展规
划》编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四五”建设规划》或《
农村文化建设“十四五”规划》，系当地农村文化建设的纲
领性文件，依据此文件判断其内容详实，符合地方实际，目
标明确，可操作性程度等。

1.项目市、县（区）是否根据当地的《国民经济“十四五

”发展规划》编制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四五”建设
规划》或《农村文化建设“十四五”规划》得2分；2.《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四五”建设规划》或《农村文化建设
“十四五”规划》，是否内容详实，符合地方实际，目标
明确，可操作性强得2分。

取得项目市、县（区）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十四五”建设规划》或《农村
文化建设“十四五”规划》，根据其内
容分析评价。

2 组织协调 4

根据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广电局、体育局、财政厅《农村文

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判断项目市、县（区）在项目
实施中加强领导、明确职责、整合资源、规范程序、加强督
导等方面的工作。

1、项目市、县（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牵头，文化、新闻
出版广电、体育、财政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形成政
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得1分；2.项目
市、县（区）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结合日常调研、督

查，及时掌握实施进度和成效，督促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
问题得1分；3.项目市、县（区）及时调整充实农村文化活
动人员，分工明确、专人负责、责任到人得1分；4.项目市

、县（区）制定农村文化活动建设、管理、资金使用等相
关规定或细则得1分。

取得项目市、县（区）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或农村文化建设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联动工作机制和农村文化活动相关规
定，根据其内容和实际工作情况分析评
价。

3 宣传推动 3

根据《关于村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对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统一标识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参
考该文件判断项目市、县（区）在项目宣传引导推动方面的
工作及其成效。

1.项目市、县（区）是否通过各种媒体，开展了面上和点
上的宣传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宣传导向，宣传典型和亮点

、取得的经验和成效，每年不少于2次得1分；2.推广应用
民生工程形象标识，为民生工程开展农村文化活动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得1分；3.项目市、县（区）建立“村级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专家指导组或相应组织，深
入基层进行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得1分。

查看宣传媒体宣传典型和亮点、取得的

经验和成效，好人好事善行义举等资
料，横幅、标语、板报等的情况，分析
评价。

4 目标确立 6
根据《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要求，各市、县

（区）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细则，以便组织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市、县（区）是否制定了实施方案或项目计划书，
是否设置了绩效目标得1.5分；2.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有清晰、细化、可量化的目标值
得1.5分；3.是否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5分；
4.是否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相匹配得1.5分。

根据项目市、县（区）制定的项目实施
方案或项目计划书，按照其设置的绩效

目标与项目计划数量、资金比较分析评
价。

5

资金
落实

（8分）

专项资金到位
率

4

根据《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省财政厅《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和《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等要

求，计算、判断专项资金到位率。

达到100%得4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专项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

投入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
目期）内计划投入到项目的资金。

6
专项资金到位

及时率
4

根据《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省财政厅《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和《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等要
求，计算、判断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

资金及时到位率100%，得4分；资金及时到位率100%-90%

（含），得3分；资金及时到位率90%-80%（含），得2分；
资金及时到位率80%-70%（含），得1分；资金及时到位率
70%以下，得0分。

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规定时间内实
际已及时到位专项资金/规定时间内应
到位专项资金）×100%。

根据《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市、县
（区）财政和文化部门接到省级预算
后，三十日内将预算下达到项目单位。
”分析计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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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过程
（15分）

项目

管理
（10分）

制度健全有效
性

2

根据《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中的“建立部门联
动工作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结合日常调研、督查，及
时掌握实施进度和成效，督促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使
文化民生工程成为群众欢迎、社会满意的惠民工程。”要
求，在现场取得相关资料，判断制度健全有效性。

1.项目市、县（区）财政、文化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专项资

金监管和绩效评价机制得0.5分；2.专项资金监管和绩效评
价制度是否达到有效执行，对于监督和评价中发现的问
题，根据整改文件跟踪直至达到整改得1分；3.项目市、县
（区）逐级签订了目标责任书，目标责任明确，且有效考
核得0.5分。

根据项目市、县（区）制定的专项资金
监管和绩效评价办法及其落实、目标责
任书逐级签订及其考核等情况分析评价
。

8
招投标制规范

性
2

按照《关于村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要求，判断“实行统一集中采购”的情况。

1.项目市、县（区）对项目的实施是否按照省招投标的规

定，集中采购选择服务或商品提供单位得1分；2.是否根据
集中采购招投标文件和评标结果，签订了规范、内容详实
的合同，并达到了切实履行得1分。                                                                  

根据项目市、县（区）为了实施项目，

采取的采购办法，对照省招投标的相关
规定分析评价。

9
验收管理完整

性
1

根据项目市、县（区）项目实施方案或项目计划书，判断项
目验收的规范性。

1.项目市、县（区）项目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得0.5分；2.
验收人员配备合理，手续齐全得0.5分。

根据市、县（区）项目验收资料分析评
价。

10
档案管理与信

息传递
3

按照《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和上级要求，判断
项目档案管理与信息报送的规范性。

1. 每月向省厅报送1次农村文化活动进度报表及月度分

析，报表及时准确，月度分析充分透彻得2分；2.项目档案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项目档案、工作日志是否真实、完整
、装订成册得1分。                                                                                                             

根据项目档案及其管理、信息报送等情
况分析评价。

11 资料报送情况 2
项目市、县（区）及项目单位对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配合与
支持情况。

有关单位提供资料是否及时、齐全、真实、准确得2分。
根据项目市、县（区）对本次评价的配
合情况判断评价。

12
财务
管理

（5分）

资金使用合规
性

3

查看项目市、县（区）的项目资金核算情况和项目资金台

账，根据《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省财政厅《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项目资金核算制度等要求，对比判
断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1.项目市、县（区）专项资金设置了专账核算，并做到专

款专用得1分；
2.资金支付手续齐全，审批流程完善得1分；
3.资金支付凭证合规，不存在大额现金支付、不合规票据

支出等违规现象得1分。如存在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
报套取、未按照专项资金补助范围使用、因管理不善,造成
国家资产损失、浪费等违反资金管理规定的现象或没有按
规定的支出范围使用专项资金的、违反政府采购有关规
定，损失浪费专项资金的、拒不接受财政、审计、文化等

部门监督检查的该项得0分。

查看项目市、县（区）财政和项目单位

对专项资金的核算情况，对财政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的合规、合法情况进行评价
。

13
国库集中支付

或县级报账执
行规范性

2
查看项目市、县（区）的项目资金核算情况和资金台账，判

断国库集中支付或县级报账执行情况。

1.项目市、县（区）专项资金严格执行了国库集中支付管

理或县级报账制得1分；
2.国库集中支付或县级报账制程序和手续完备得1分。

考核项目资金的拨付、报账等管理情况

。

14

产出
（30分）

项目
产出

（30分）

项目完成率 7
根据相关资料和现场评价情况，与上级要求、项目实施方案
或计划书对比，计算、判断项目实施内容完成程度。

按照年度任务安排，错开农忙季节，节假日活动丰富得
3分；按计划完成辖区一村一场演出任务得4分，根据各地
报送的演出视频，省厅组织相关人员集体审看，综合评

判，酌情得分。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或计划书，对项目实

际完成内容与计划实施内容进行比较，
评价项目申报内容的完成情况。项目实
施内容完成程度=项目实际完成任务数/

项目计划完成数×50%+项目实际支付金
额/项目总投资×50%。

15 完成时效 6
根据上级要求、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现场评价情况，计算、判

断项目完成时效。

项目提前、按期完成得6分；发现项目进度推迟30日以上、

60日以上、90日以上、150日以上、180日以上，分别扣1分
、3分、4分、5分、6分。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或计划书，对项目的

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时间比较分析评价
。

16 质量达标率 5
根据上级要求、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现场评价情况，计算、判

断项目质量达标率。

质量达标率为：100%，得5分；90%（含）-100%，得4分；

80%（含）-90%，得3分；70%（含）-80%，得2分；
60%（含）-70%，得1分；60%以下，得0分。

质量达标率=已完成场次数/合同中标场

次数×100%，截至评价日仍在实施的项
目，该指标评价按60%计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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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产出
（30分）

项目
产出

（30分）

专项资金使用
率

5
根据上级要求、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现场评价情况，计算、判
断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率。

专项资金使用率为：100%，得5分；90%（含）-100%，得4

分；
80%（含）-90%，得3分；70%（含）-80%，得2分；
60%（含）-70%，得1分；60%以下，得0分。

专项资金使用率=（项目实际支付的专
项资金/项目实际收到的专项资金）
×100%。

项目实际使用的专项资金是指截止评价
日，项目已使用的专项资金额；项目实
际收到的专项资金是指项目县或项目单
位实际收到的到账的专项资金额。

18
项目落实及创

新
7

根据现场勘查和档案资料的记载情况，判断实施项目落实情
况。

1.有固定的专职或兼职农村文化活动负责人员，工作日志
填写规范准确，完成当年项目任务得2分；2.“送戏进万村

”网络平台（视频上传、招投标公布、新闻发布等）资料
报送及时准确得3分；3.当年在市级以上党委、政府部门召
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上进行过典型发言、经验交流得1分；4.

农村文化活动组织实施过程中对活动开展质量有检查、督
查得1分。

在全面评价项目市、县（区）整体情况
基础上，每个项目市、县（区）随机抽

查3个村，查看其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村
级服务点管理制度，举办文化宣传讲座
、科技培训和文化娱乐等活动及其效果

等资料，分析评价。

19

效果

（30分）

项目

效益
（30分）

社会效益 10

根据《关于村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和《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等文件的规定以及现
场勘查和档案资料情况，判断项目实施对项目市、县（区）
的社会效益。

1.完成年度任务安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1）作用显著得3分；（2）作用一般得1.5分；（3）无作

用的得0分。
2.项目实施对满足当地农民崇德尚贤，提高建设美好家园
的积极性：
（1）作用显著得3分；（2）作用一般得1.5分；（3）无作
用的得0分。

3.项目实施对提高当地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积极性的作用：
（1）作用显著得4分；（2）作用一般得2分；（3）无作用
的得0分。

评价项目的实施对当地所起到直接的和
间接的社会效益。

20 可持续影响 10

根据《关于村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和《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实施办法》等文件的规定以及现
场勘查和档案资料情况，判断项目实施对项目市、县（区）
的可持续影响。

1.通过项目的实施，对提高当地村民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生
活水平的作用：
（1）效果明显得3分；（2）效果一般得2分；（3）没有效
果得0分。
2.通过项目实施，对传播先进文化，减少腐朽文化侵害：

（1）成效明显得4分；（2）成效一般得2分；（3）没有成
效得0分。
3.建立群众需求征集、服务评价反馈等机制，提高农村文

化建设项目与群众需求的契合度：
（1）成效明显得3分；（2）成效一般得2分；
（3）没有成效得0分。。

评价项目的实施对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

素养、满足文化需求、活跃文化生活、
传播先进文化等的可持续影响。

21
农村群众满意

度
10

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现场走访等形式，对农村群
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农村群众满意度达到90%得10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2
分，扣完为止。

农村群众满意度=回答满意的人数/实际
调查人数×100%。

合计 100.00 100.00 － 100.00 － － －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