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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演艺集团 2021 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21 年申报 4 个项目，包括：艺术推广项目经费、宁

夏演艺集团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宁夏人民剧院托管运营

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保护专项经费共 6565.5 万元，

已全部得到批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 艺术推广项目经费

按照党的十九大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加强文艺精

品创作有关要求，实施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扶持

上演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艺术精湛、特色鲜明的现实题材

优秀剧目以及一些优秀的小型舞台艺术作品，始终坚持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切实使此项活

动成为一项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和欢乐工程，通过积极承办

或参与国家重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宁夏在

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通过 2021 年演艺集团及下属各

子公司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

2.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

根据宁党办[2011]19 号“改革不减经费”的要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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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以 2011 年部门预算为基础，对演艺集团下属单位 623

名在编职工拨付工资及社保费 2790 万元，确保改制后各演

出文艺院团的正常运行，本年已完成绩效目标。

3.宁夏人民剧院托管运营项目

总体目标：充分利用场地优势，创新体制机制，积极开

拓演艺市场，努力提高门票收入等市场化经营收入份额，逐

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要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健全

财务制度，严格财务核算，做好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工作，

努力降低运行成本。绩效目标：确保宁夏人民剧院稳定运行，

能够较好地完成自治区布置的各项任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化文化精神需求，在社会效益方面提升演出影响力。满意度

指标：群众满意度达 70%以上。本年度各项指标均已完成。

4.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保护专项经费

项目总体目标：培养艺术人才后备力量，夯实队伍基础。

创一流成绩要有一流院团，建设一流院团要培养拔尖艺术人

才、树立文化领军人物；排演剧目，提高专业人员技术水平，

丰富群众生活。绩效目标：排练传统剧目 2 部，在 3-5 年内

打造精品剧目 1 部，5-10 年内培养艺术人才 30-40 人。目前

学员属于后备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现已进入第四年，

学生已圆满完成本学期学习任务。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以上项目资金申报与项目内容相符，申报的目标均为合

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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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艺术宣传推广项目经费

艺术宣传推广项目经费计划 2815.5 万，其中：送戏下

乡演出 800 场，歌舞剧院、京剧院、秦腔剧院、话剧团各演

出 180 场，杂技团演出 80 场总计 1146 万元；送戏下乡-高雅

艺术进校园 30 万、建党百年戏曲晚会 200 万、新春音乐会 100

万、创作音乐剧《花儿与号手》50 万、跨界融合《丝路华彩》

50、交响乐《宁夏风情》15 万、音乐剧《花儿声声》80 万、秦

腔《狸猫换太子》20 万、京剧《花漫一碗泉》15 万、话剧《闽

宁镇移民之歌》15 万、杂技儿童剧《森林奇境》10 万、京歌《梨

花颂》3万、第五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2019 年）100 万、“不

忘初心 砥砺前行”民族室内音乐会 29 万、文化惠民系列演出

20 万、2021 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 80 万、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晚会宣传及氛围营造 50 万、音乐·歌曲创作

100 万、京剧《红高粱》创作 50、秦腔《狸猫换太子》创作

40 万、赴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演出秦腔现代戏《花

儿声声》70 万、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展演 10 万、吴忠早茶

美食文化节文艺演出 15 万、舞蹈《灯火里的中国》展演 2.5

万、宁夏文化大篷车汇报演出 30 万、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演

出 20 万、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演出 90 万、宁夏文化大篷车下

基层创作演出 65 万、创排歌舞《大美宁夏》150 万、与漫葡小

镇旅游公司合作创排剧目《贺兰山盛典》80 万、新创杂技剧《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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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山.人与自然》80 万元，共 2815.5 万元均已到位。

2.宁夏演艺集团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计划 2790 万元，

实际到位 2790 万，其中其中歌舞剧院经费 1355 万元，区秦

腔剧院经费 697 万元，宁夏京剧院经费 406 万元，宁夏话剧

院经费 190 万元，原宁夏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人员经费 142 万

元，全部用于改制后职工的工资及社保费用开支，使职工的

正常生活得到了保障。

3.宁夏人民剧院托管运营项目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签发的《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 年 6 月 8 日 第 26 期）

精神：原则同意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宁夏演艺集团有限公

司继续托管经营宁夏人民剧院。2021 年支出人员工资及社保

330.2 万元、物业费 177.02 万元、煤气费 118 万元、电费

65.96 万元、水费 8.82 万元,共计 700 万元，确保了宁夏人

民剧院稳定运行，较好地完成自治区布置的各项任务，满足

人民群众多元化文化精神需求。

4.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保护专项经费

2021 年非遗项目经费 260 万已全部到位，其中京剧院

90 万，秦腔剧院 170 万，着力于秦腔和京剧两个剧种传统戏

曲艺术剧目的创排和艺术人才培养，保护传统戏曲传承和发

展，打造传统剧目 1 部、打造精品剧目 1 部，培养艺术人才

30-40 人，其中京剧团用于艺校老师工资 54 万元、艺校学生

学费 23 万元、艺校学生服装、乐器、教具等支出：5 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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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新戏费用：8 万，小计：90 万；秦腔剧团创排《擎天一柱》

道具制作 30 万、服装 10 万、灯光 10 万、舞美 10 万、导演

10 万、编剧 10 万、音乐制作 10 万，小计：90 万；秦腔保

护传承、展示推广活动整排优秀秦腔传统剧目，开展非遗传

承保护活动，开展传承人群培训班等 80 万。京剧团和秦腔

剧团共 260 万。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集团收到以上项目拨款全部下拨给子公司，各子公司针

对上述项目资金单独设账进行核算。在主营业务成本科目下

设项目名称，对发生的上述项目资金进行归集。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资金支出审批办法”、“固定资

产管理办法”、“费用管理办法”“会计稽核办法”、“财

产审计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内部审计制

度”、“经济合同审计办法”等财务制度，制度健全，会计

核算规范，并采取了严格的资金审批核查流程。在项目资金

支出过程中也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核审批手续，严格执

行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每年都会

委托专门的审计机构对上述项目经费进行审计，出具专项审

计报告。未发现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规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实行单位一把手总体领导负责制，分管工作责任人

直接责任制。依据文旅部和自治区文旅厅两项现场活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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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本单位的演出活动计划、演出质量标准、支部党员

守则、决策层会议决定、自治区差旅费管理办法、财务制度

执行。涉及所有招标的项目均能及时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与

中标价一致，并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各项目均在招标时制定

了相关的质量要求或标准，并在项目完工后做好验收工作。

三、项目完成情况

（一）项目完成任务量

1、艺术宣传推广项目经费

2021 年在演艺集团带领下，下属各子公司完成了：送戏

下乡-高雅艺术进校园 演出 5 场、举办建党百年戏曲晚会 1 台、

新春音乐会 1 场、创作音乐剧《花儿与号手》1 部、跨界融合《丝

路华彩》剧目 1 部、交响乐《宁夏风情》1 场、创排音乐剧《花

儿声声》1 部、秦腔《狸猫换太子》1部、京剧《花漫一碗泉》

1 部、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1 部、杂技儿童剧《森林奇

境》1 部、京歌《梨花颂》演出 1 场、第五届中国西部交响

乐周（2019 年）、“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民族室内音乐会

1 场、文化惠民系列演出、2021 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

举办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晚会 1 台、音乐·歌曲创

作、京剧《红高粱》创作 1 部、秦腔《狸猫换太子》创作演

出 1 场、赴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演出秦腔现代

戏《花儿声声》1 场、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展演 6 场、

吴忠早茶美食文化节文艺演出 3 场、舞蹈《灯火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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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 1 场、宁夏文化大篷车汇报演出 15 场、戏曲百戏（昆

山）盛典演出 2 场、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演出 2 场、宁夏

文化大篷车下基层创作演出 50 场、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

800 场等各项演出任务 。创排歌舞《大美宁夏》已启动、与漫

葡小镇旅游公司合作创排剧目《贺兰山盛典》、新创杂技剧《贺

兰山.人与自然》正在创排中。

2.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

项目计划目标保障职工人数 600 人，实际完成 572 人，

完成率 95%，原因是在职人员有减少；职工收入水平达到中

等水平；职工工资有所增长；职工的幸福指数都有所提高；

每年 2790 万人员经费保障了职工工资的发放及社保的缴纳，

大家满意度达到 70%，本年度该项目目标基本全部完成。

3.宁夏人民剧院托管运营项目

计划目标：2021 年支出人员工资及社保 330.2 万元、物

业费 177.02 万元、煤气费 118 万元、电费 65.96 万元、水

费 8.82 万元,共计 700 万元确保了宁夏人民剧院稳定运行，

观众满意度超过 70%，已达到既定目标。

4.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保护专项经费

计划目标：排练传统剧目 1 部，实际已完成 2 部，包括

《王贵与李香香》《擎天一柱》，打造精品剧目 1 部，已完

成京剧《花漫一碗泉》；计划 5-10 年培养专业戏曲人才 30-40

人，现已进入第四年，学生已圆满完成本年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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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完成质量

歌舞《大美宁夏》、与漫葡小镇旅游公司合作创排剧目《贺

兰山盛典》、新创杂技剧《贺兰山.人与自然》正在创排中，其

他项目实施总体质量情况较好，项目均已保质保量完成，与预

期绩效目标一致，达到目标标准。

（三）项目完成进度

歌舞《大美宁夏》已启动、与漫葡小镇旅游公司合作创排剧

目《贺兰山盛典》、新创杂技剧《贺兰山.人与自然》正在创排

中，其他项目按照预定进度计划，均已全部完成。

四、项目效益情况

因各项演出活动均为公益性，无法产生经济效益，提高

了职工的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产生

的社会效益是长远的，具体如下：

1.艺术宣传推广项目

送戏下乡演出将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剧剧目送到全区

基层群众的身边，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让基层群众共享文化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

贡献。通过项目的实施将我区优秀文化艺术送出区门，达到

对外宣传宁夏，传递宁夏声音，展示宁夏风采的目的。向全

国观众展示宁夏文化，剧院树立创作精品剧目的高标准目

标，坚持遵循艺术规律，坚定文化自信，努力为人民群众奉

献高水平的精神食粮。通过各地交流演出达到了将我区优秀

文艺作品完美展示给各级领导、专家和全国各界群众，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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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好宁夏，提升宁夏知名度，推动宁夏文化发展尽了一份

力。

2.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

演艺集团文化体制改革补助项目经费 2790 万元全部用

于文化企业改制后 600 余名职工工资发放和社保的缴纳，解

决改制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企业内部的安定团

结，避免了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让职工能够安心工作，创排

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为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宁夏人民剧院托管运营项目

宁夏人民剧院 2021 年受疫情影响，演出场次较少，经

济效益没有体现，但社会效益却是不容忽视的。宁夏人民剧

院是开展音乐、综艺、会议及文化艺术活动和对外交往的重

要场所，也是展示宁夏精神面貌，文化品位的重要窗口。对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和丰富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加快宁

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

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

的体现。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面临着史上前所未有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

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培养艺

术人才后备力量，夯实队伍基础。创一流成绩要有一流院团，



10

建设一流院团要培养拔尖艺术人才、树立文化 领军人物；

排演剧目，提高专业人员技术水平，丰富群众生活。

五、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绩效目标的制定上，有些指标不够准确合理，未

考虑到不确定因素影响，制定指标过高，致使实际完成的绩

效目标与既定目标有一定差距。

（二）相关建议

制定项目绩效目标时尽可能由项目实施部门，至少是对

项目全面了解的部门来制定，同时对应未来有可能发生的、

对完成既定目标有影响的因素，要有一定的预判，参照同类

项目以前年度实际完成的指标，做到细化量化，科学、准确、

合理、客观地制定绩效目标。

宁夏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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