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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离退休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化艺术节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绩效目标
1、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
再到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科技教育迅
速发展，社会整体文明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日益昌盛。改革开放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广大离退休老干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我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
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
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重视发挥老同志作用是党
的光荣传统。离退休干部工作承载着党中央关心爱护广大离退休干部
的重要任务，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做好新
时期老干部工作的要求，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2016〕3 号)文件精神，圆满完成 2018 年
度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工作，特设立离退休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文化艺术节项目。
本项目旨在让上海老干部以亲历者、参与者、受益者的身份回忆
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
变。通过开展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活动，抒发老同志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情怀，展现老同志们良好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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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
（1）总目标（完成 2018 年老干部工作计划）
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通过两个阶段实施本项目，第一阶段：以各
区域老干部活动联合体为单位，以歌咏、诗歌吟诵等形式组织开展基
层老干部活动室庆祝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第二阶段：以各区
域老干部活动联合体为单位选拔优秀节目，组织全市老干部开展庆祝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优秀曲目汇演。在充分发挥老干部正能量的同
时，实现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和文化养老的目标。
（2）年度目标
1）实际完成率
完成老干部庆祝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优秀曲目汇演两场演出
活动。
2）完成及时率
两场演出活动分别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按
时完成。
3）质量达标率
两场演出活动，通过本单位考核验收均全部达标。未发生安全事
故，无观众有效投诉情况。
4）效果达标率
项目实施效果良好，16 个区均组织展演团队，参与本次活动；
通过上海东方卫视播放，收视人数达到 5 万人；各大主流媒体进行正
面宣传报道；观众对演出效果满意。
（二）预算资金规模、来源及使用情况
经市财政局批复，2018 年预算批复为 30 万元，资金全部来源市
级财政资金，无其他社会资金投入。立项时为二个项目，即离退休干
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化艺术节和离休干部学习费，项目预算分
别为各 15 万元。后因故二个项目资金合并一个项目使用，合计 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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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资金全部用于上海东方卫视中心导演、策划及演出播放费用，
支付给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项目预算执行率详见表 1-1 所示。
表 1-1

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一览表

序
二级项目内容
号
1
2

演出活动
合计

单位：万元

预 算 金 额 支出金额
（万元）
（万元）

三级项目内容
上海东方卫视中心
导演、策划及演出播
放费用
——

预
算
执行率
（%）

30.00

30.00

100%

30.00

30.00

100%

本项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0.00 万元，预算资
金执行率 100%。
（三）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情况
本项目主要涉及市委老干部局及市老干部活动室办公室、活动科、
综合科、区域老干部活动联合体和导演组，以各区域老干部活动联合
体为单位，组织形式多样和老干部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讴歌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展示上海老干部新的精神风貌。市
老干部活动室根据局领导对此次活动的要求和定位，配合电视台导演
组，在各单位层层发动、优中选优的基础上，选拔出既符合活动主题、
又能体现出老干部文艺水准的优秀节目参加演出。
（四）评价依据及数据采集情况
1、评价依据
（1）上海市财政局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实施管理办法》
（沪财
绩〔2014〕22 号）;
（2）《关于印发<市级预算部门开展特定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简易程序(试行)>的通知》
（上海市财政局，2018 年 6 月 1 日）；
（3）《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16〕3 号）；
（4）2018 年度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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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数据采集情况
根据简易绩效评价的需要，财务部门提供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
支出明细账以及资金支付凭证。业务部门提供了相应的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依据、项目工作方案以及工作要点等相关材料。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果
针对项目实施及结果情况，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规则，
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经过全面绩效分析和各个指标逐项打分，对项
目的财政支出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确认本项目绩效评分结果 88.2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详见表 2-1 所示。
表 2-1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效果达标率
合计

权重

自评分

5
8
14
5
4
12
10
12
30
100

3
6
14
4
2
12
10
10.2
27
88.2

（二）主要绩效及分析
1、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市老干部活动室“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离退休干部活动工作的方针、政策，负责制定本市
离退休干部活动计划；组织本市离退休干部举办重大节庆、纪念活动
和各类文艺活动”的部门职责，符合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但本项目尚
未组织单位预算评审。此指标满分 5 分，自评分 3 分。
2、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已于报送预算时设置和报送了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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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30 万元，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上海东方卫视中心导演、策划及
演出播放等方面。绩效目标与预算相匹配，产出目标不够明确；经细
化分解的绩效指标不够明确，指标值不够清晰；根据《财政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预算编制基本细化量化，但对于经费主要
用途没有作进一步细化量化。此指标满分 8 分，自评分 6 分。
3、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本项目《离退休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化艺术节》总预算
30 万元，已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支出 3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本项目在资金管理方面制定了《上海市老干部室预算管理制度》和《上
海市老干部室财务收支审批制度》
，财务制度规范健全；资金使用符
合国家财政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完
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资金
使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此指标满分 14 分，自评分 14 分。
4、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相应的财务监控机制；
同时已根据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资金管理方面建立了收支审批的
内部监控制度，但尚未对本项目进行审计工作，或采取必要的财务监
控措施。此指标满分 5 分，自评分 4 分。
5、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本项目已根据年度工作安排方案和计划，制定了项目活动的实施
方案，并于计划完成日前完成了两个阶段的所有活动任务，具有科学
合理的业务管理制度；本单位对于项目调整，有具体文件向老干部局
请示，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虽然本项目有“活动室 2018
年项目工作总结”，但缺少验收报告，未采取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
的控制措施。此指标满分 4 分，自评分 2 分。
6、实际完成率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要求，实际已完成“老干部活动室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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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与“老干部庆祝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优秀曲目汇演”两场演出；演出活动上座率超过 95%。此指标满分 12
分，自评分 12 分。
7、完成及时率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要求，本项目计划在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实际上本单位已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成了此项目的所有内容。完成及时率为 100%。此指标满分 10 分，
自评分 10 分。
8、质量达标率
本项目依据“2018 年度老干部活动工作计划”组织完成两场老
干部庆祝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具有明确的项目活动方案；活
动有效投诉次数为 0 次；本项目基本已完成既定目标，且具有活动室
2018 年项目工作总结，但缺少活动验收报告，尚未考核项目质量达
标率或考核验收结果。此指标满分 12 分，自评分 10.2 分。
9、效果达标率
本项目各区参与活动覆盖率达到 100%，各区活动宣传知晓率达
到 100%；通过上海东方卫视播放，收视人数达到 5 万人；观众满意；
活动期间得到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视频、微信公众平台等
多家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信息化建设对推动活动实施情况作用好；
但项目实施后，社会效果的后续影响力没有相关佐证材料。此指标满
分 30 分，自评分 27 分。
三、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本项目预算编制在科学细化量化方面有所欠缺，填写《财政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时，疏漏了对项目经费的主要用途进一步
细化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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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绩效目标中未设置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影响力目标及
相应的目标值。
3、未对本项目组织开展相关验收工作，缺少项目验收报告、项
目质量监督措施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根据市财政局沪财绩〔2014〕22 号文件的要求，科学合理地
编制预算，仔细填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使项目预算
编制达到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及单价细化合理。
2、本单位应按照市财政局《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沪
财绩〔2014〕22 号）文件要求，在设定年度目标的基础上，根据本
项目的具体情况，明确投入目标、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及影响力目标
设立，做到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联，目标值切合实际，考核执行具有
可操性。
3、对项目实施过程和实施完毕后，应及时做好跟进检查督促，
项目完成后应立即组织相关验收工作，或按照相关规定条款组织考核
验收，提交项目考核或验收报告（单）
，作为项目资金支付重要依据，
为今后开展此类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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