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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关于2021年度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报告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

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宁财（绩）发〔2022〕68

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单位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对纳入绩效管理的专项

资金进行了认真梳理，2021年度我单位需要进行绩效自评项目为8个，

其中转移支付资金涉及2个项目，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中央下达资金；

项目支出涉及6个项目，其中年初当年预算项目支出2个，年中预算项

目1个，结转项目支出3个，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

（一）中央下达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1年我单位共收到 2笔中央下达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其中一笔

为纳入年度预算资金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 39万元，一笔为 2021

年年中下达指标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438.92万元。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别为：

1.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通过调查全区黄河文化遗产、汇总审

核黄河文化遗产调查成果，编制黄河文化遗产调查名录，撰写完成了《宁

夏境内黄河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报告》，全面掌握我区与黄河文化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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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资源的分布、保存和管理情况，阐明其对黄河文化的支撑和承载作

用，为科学评价我区黄河文化遗产资源价值，促进黄河文化遗产资源的

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为推动全区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

础。

2.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通过实

施此项目，进一步加强长城本体保护加固，延缓长城受损时长，形成“保

护长城，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该项目方案评审前期经过二次审核

通过评审后，通过招投标由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此项目，

2021年 12月 8日签订了项目合同，2021年 12月 27日已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中标合同金额 437.8万元的 40%（175.12万元），此项目已开始启

动正在按照工作计划进一步实施中。

从总体的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目标来看，各项目绩效指标具体完

成情况符合绩效目标年初设定要求。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这两笔项目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2021年年初

下达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指标 39万元，2021年 6月下达宁夏长

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指标 438.9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项目（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资金 39万

元，2021年已支出 35.21万元，预算执行率 90.28%。目前此项目已接

近尾声，剩余经费 3.79万元结转至下年将用于进一步调研租车和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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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报告印刷制作费等方面。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

建设）项目经费 438.92万元，2021年 11月 21日已通过公开招标经评

标委员会评审确定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中标金额为

437.8万元，2021年 12月 13日支付 4名专家评审费 0.13万元，2021

年12月27日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即175.12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39.93%。此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原因为项目前期经 2次

方案评审才通过，方案评审通过后受疫情影响招标推后进行，直至年底

该项目才开始启动实施。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文〔2018〕

178号）、《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宁财规发〔2020〕7

号）使用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资金挪用、乱用或违规使用情况。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已编制完成《宁夏回族自

治区黄河文化遗产资源名录》1份、撰写《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文化遗

产资源调查报告》1份；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

建设项目因 2021年底才开始启动，数量指标尚未完成。

②质量指标。项目实施过程中，保证项目验收合格率、项目档案资

料完整率达到90%以上。

③时效指标。实施周期内这两个项目都已按时按规定启动了招投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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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正在实施，或已实施完成，符合要求。

④成本指标。这两个项目成本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经济效益。通过实施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对未来黄河文化

遗产的展示利用、旅游开发的质量影响得到了有效提升；宁夏长城重点段

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因正在实施中，为避免数据重复采

集和类似系统重复建设，降低开发和管理成本经济效益尚未发挥出来。

②社会效益。文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价值，是

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实施这两个文物保护项目，将很好保护我

区文物遗产，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使长城保

护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改善。

③生态效益。这两个项目无生态效益指标。

④可持续影响。通过项目实施，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可长期对

历史文化传承产生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达95%，完成了预期目标。

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因正在实施中暂无

法对长城保护业务监管效果满意度进行评价。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

一是资金指标下达较晚，影响项目整体进程。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

项目2020年已开始启动，但经费于2021年年初才开始下达；宁夏长城重

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指标于2021年6月才下达。二

是项目前期审批程序或招投标程序较慢，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如宁夏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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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段落数字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前期方案评审通过、招标意

向公示，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推后进行。

2.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一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尽快拨付专项资金，加快项目实

施整体进程；二是我单位将加快资金执行进度，对宁夏长城重点段落数字

化再现及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项目督促中标单位尽快按照合同约定按进度进

行建设开发，确保工程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是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我单位将尽快进行整改。二是绩效自

评结果可为下一年度适度调整项目资金、备选项目是否优先考虑提供参考

依据。三是拟在一定范围内将绩效自评结果进行通报或公示。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1年我中心主要实施了三个当年项目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

馆绩效评价项目、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

用专项规划经费），三个结转项目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

（结转）、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编制项目（结转）和文物保护单

位“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结转）。

1.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21年我中心实施上述项目先由我中心编制申报列入了2021年度

项目库，报主管部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审核后，统一报自治区财政厅

审批后取得预算批复。上述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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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

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

2.项目绩效目标

（1）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年度

总体绩效目标为：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0﹞10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计划于2021年完成2018-2019

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估工作。

（2）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馆绩效评价项目年度总

体绩效目标为：该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文物保护项目方案和预算的专家劳

务费、咨询费、评审费及博物馆免费开放绩效评估费用，为新的《国家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顺利实施和规范文物保护项目实施前期流

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3）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

规划经费）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重要指示和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推动宁夏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20〕

17号）要求“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专项规划”。项目资金共计

35万元，项目内容为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完成《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

用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助力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建设。

（4）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结转）年度总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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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根据《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要求，我中

心计划于2021年实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此项目经

费17.5万元，均为结转资金。项目内容包括对全区行业博物馆、纪念

馆开展调研、绩效评估以及“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查工作，预期达到

的效果和效益是提升行业博物馆整体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行业博物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促进行业博物馆办馆质量，充分发挥博物馆教育

功能，吸引更多观众和中小学生参观，传承中华文化，讲好文物故事和

宁夏故事，增强我区区域影响力，带动全区文物活起来。

（5）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编制项目（结转）年度总体绩效

目标为：根据国家文物局立项要求，我中心实施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

规划项目，项目经费102.8342万元，均为结转资金。项目内容包括通

过招投标委托专业公司编制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项目，预期达到

的效果和效益是通过编制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颁布后施行，以进一步增强群众保护长城意识，促进长城保护与生态

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6）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2020-2021年我单

位进行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2021年我中心当年预算三个项目经费指标已全

部拨付到位，其中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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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馆绩效评价项目由自治区财

政厅于年初下达指标统一拨付，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

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经费）由财政厅在2021年年中下达指标35万

元，资金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截止2021年底，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20万元，已支付19.46万元，结余资金0.54万

元；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馆绩效评价项目10万元，已

支付10万元，无结余；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

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经费）35万元，已支付20.95万元，结转资金14.05

万元；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结转）资金17.5万元，

已支付1.52万元，结转资金15.98万元继续用于全区行业博物馆、纪

念馆开展调研、绩效评估以及“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查工作；宁夏长

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编制项目（结转）资金102.83万元，已支付1.07

万元，结转资金101.76万元用于支付规划编制尾款；文物保护单位“两

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结转）资金90万元，已支付89.28

万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这些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相关规定，严格按照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支出经费，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程序

严格规范、会计核算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要求规范处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我中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财务

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按照年初工作计划进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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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完成情况

（一）项目完成任务量

1.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已全部

完成，通过招投标方式委托宁夏天翊投资项目分析有限公司完成

2018-2019 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51 个（资金

17643 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工作，完成了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编制完成了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2.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馆绩效评价项目已全部完

成，执行率达100%。这一项目按照年初设定绩效目标，按时完成了3

个安全防护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和19个文物保护项目立项的评审工作。

3.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经费）因2021年年中下达指标，经费下达较晚，截至2021年底，该项

目尚未执行完毕，执行率为59.86%。截至2022年底，已完成实地调研、

现状资料收集等前期工作。

4.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结转）为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2021年支出1.52万元，主要用于对全区行业博物馆、纪念馆开展

调研、绩效评估以及“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抽查工作租车费和差旅费。

5.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编制项目（结转）为以前年度结转资

金，2021年支出1.07万元，主要用于长城国家文物公园建设项目和长

城保护条例立法调研差旅费，规划编制尾款因对方未提供发票，暂未付

款。

6.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结转）

为以前年度结转非财政拨款资金，2020年通过招投标由北京威特空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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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开始启动实施该项目，2020年已支付中标价297.59万元的

40%（即119.04万元），2021年已提交项目初步成果并经专家评审后

支付中标总金额的30%（即89.28万元）。

（二）项目完成质量。对照这六个项目计划目标，项目验收合格率

及档案资料完整率均完成了年初设定的目标，质量合格。

（三）项目完成进度

1.2018-2019年度全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执

行率达97.3%。因该项目招标净结余0.54万元，故执行率未达到100%。

项目完成率100%。

2.自治区文物保护方案预算评审及博物馆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执行

率达100%，项目完成率100%。

3.自治区文物保护项目（编制宁夏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经费）资金执行率为59.86%，项目完成率为40%。

4.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中央补助项目（结转）资金执行率为

8.69%，项目完成率80%。全区博物馆展览资料印制费用在厅机关账务中

报销，剩余资金结转至以后年度继续使用。

5.宁夏长城保护单位总体规划编制项目（结转）资金执行率为

1.04%，项目完成率80%。因对方未提供发票，暂未支付该项目尾款。

6.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测绘项目（结转）

资金执行率为99.2%，项目完成率70%。

四、项目效益情况

我中心实施的这些文物保护项目总体效益情况良好，文物保护项目

大多数并不产生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方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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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明显的成效。

五、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一是因项目经费指标下达较晚和受疫情影响，

部分项目执行进度较慢，2021年项目尚未执行完毕。二是绩效评价存在

主观人为因素，难以保证绝对公平性。

（二）相关建议。一是建议项目经费指标最好都能在第一季度下达

完毕，这样项目才有可能当年执行完毕；二是绩效评价应该多进行量化

分析，才能更客观公正。

附件：1.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张）

2.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6张）

3.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统计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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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统计表

（2021年度）

单位名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单位：万元

序

号
部门

项目 资金

预算

数

列入绩效自评 列入绩效重点评价

预算数 执行数

列入绩效自评 列入绩效重点评价

数量 百分率 数量 百分率 资金额 百分率 资金额 百分率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物保护中心
8 8 100% 753.25 352.74 753.25 100%

注：“百分率”指列入绩效评价的项目数量或资金额占预算数的百分率（%），资金执行数为绩效评价中需要统计纳入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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