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事补贴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王震 联系人 盛龙泉 联系电话 13823001186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6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6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6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6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60000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自2019年起，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将连续举办 3届共6年，珠海市九洲航海文化有限公司负责赛事
商业运营，市政府已经批准赛事补贴每年 800万,不足部分由公司市场化运作来解决 。项目支出
计划按市政府批复为准，并做绩效评估、财务跟踪检查及满意度调查 。

立项依据 关于将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引入珠海的请示 （珠文体旅请〔2018〕6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非职业远洋帆船赛事 ，根据上个赛季（2015-16年）
的统计，共有十二支国际赛队参加角逐 ，环球里程超过四万海里，参赛船员来自42个国家和地
区，总人数近700人，比赛船队到访停靠了六大洲 14个国际港口城市，共有14个赛程，到访城市
包括了伦敦，利物浦，开普敦，乌拉圭埃斯特角，悉尼，霍巴特，三亚，青岛，西雅图，纽约，
伦敦德里等知名城市。国际新闻媒体独立报道达到 18104条，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等同广告价值达
到1.12亿英镑，关注赛事次数和新闻阅读量达到 180亿次，累计公关价值达到3.36亿英镑，关注
赛事人群数量达到18亿人次，制作的赛事纪录片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播出，还包括若
干国际航空公司的商业空客上播出 。

项目总目标
为了引入及利用国际知名克利伯帆船赛的全球活动及宣传平台全方位宣传珠海城市品牌 ，预计于
2019年开展克利伯帆船赛，借国际赛事的举办加大珠海国际化旅游环境建设力度 、国际招商引
资力度，有利于深化珠海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地位

年度绩效目标

该项目立项预期绩效目标是 ：克利伯帆船赛经停珠海期间将迎来全球各地的水手和工作人员 ，是
推广珠海城市旅游和风土人情的良机 。因此，计划在经停珠海期间，结合我市景点和旅游路线进
行宣传推介。在赛事举办期间，为珠海带来相关收入（赛事直接消费价值），同时为各相关行业
带来营业增收（赛事间接消费价值），也为珠海市带来相应地方税收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2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事补贴经费 6000000 6000000

    克利伯赛事冠名费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赛事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参加赛事有11支队伍 >11

时效指标 按大赛 进度完成率（%） =95%

成本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率（%）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活动消费促进率（%） >0.1%

社会效益指标 年带动游客总人次（人次） >150000

生态效益指标 赛事活动带动参与人数（人） >1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带动就业人数（人） >10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95%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世界跳水系列赛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梁立志 联系人 梁立志 联系电话 13723053900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2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经报请珠海市政府批准，同意在珠海举办国际泳联2021年世界跳水系列赛。赛事将由华发集
团作为举办主体，经费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筹集，市政府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并按规定落实
好疫情防控措施。因疫情影响延迟至2022年举办。

立项依据
1、关于举办国际泳联2021年世界跳水系列赛（珠海站）的批件（待国家体育总局等完成）；
2、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关于商请珠海市政府承办国际泳联2021世界跳水系列赛的函；3、珠海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4、广东省体育局同意举办赛事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充分发挥自身体育场馆硬件优势和体育萨斯运营优势，确保重大体育赛事品牌长期落地珠
海，深入落实市政府健身文体强市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巩固我国跳水运动世界强国地位，丰
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华发集团承办国际泳联2022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

项目总目标 办好世界跳水系列赛，促进体育消费，拉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办好世界跳水系列赛，促进体育消费，拉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2年世界跳水系列赛 2000000 2000000
办好世界跳水系列赛，促
进体育消费，拉动体育及

相关产业发展。

    2022年世界跳水系列赛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赛事举办场次（次） >200人次

质量指标 质量落实率（%） =100%

时效指标 赛事举办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免费开放设施覆盖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年带动游客总人次（人次） >30%

社会效益指标 获奖数（个） =1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率指标达标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体育场馆利率率 >9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赛人员满意度（%） =9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文化创意成果转化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王震 联系人 盛龙泉 联系电话 13823001186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4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15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15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15000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承办 。结合大赛设计成
果，组织相关专家、企业、投资机构，对参赛获奖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点评 ，促进设计成果与市场的
有效对接，打造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申请经费由
两部分经费组成：包括2020-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赛事合同余款和 2021-2022年赛事启动经
费。

立项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0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6〕36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
等系列文件精神，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 ，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 ，深化内地与港澳融合、带动泛珠
三角区域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等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引导
和扩大文化消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上
新台阶，

项目总目标

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使命 ，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为宗旨 ，以增强文化领域
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文化创意设计作品为载体 ，汇聚优秀设计资源，挖掘和培育创意设计人才，促进文
化创意设计成果的现实转化与深度开发 ，引导文化创意设计紧贴大众生活 ，逐步形成由粤港澳大湾区辐射世
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创意设计品牌赛事及文创产品展示活动 。

年度绩效目标
结合大赛设计成果，组织相关专家、文化和旅游相关企业、投资机构，对参赛获奖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和点评，促进设计成果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打造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文化创意成果转化经费 1400000 1400000

    项目征集筛选考察培训  100000 100000 100000 1

    嘉宾邀请接待 100000 100000 100000 1

    对接会场包装 400000 400000 400000 1

    大赛优秀作品大湾区城市巡展
、

300000 300000 300000 1

    宣传推广 200000 200000 200000 1

    优秀作品打样 300000 300000 3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优秀文创作品成果转化数量 >2件

质量指标 优秀文创作品成果转化数（个） >2个

时效指标 优秀文创作品成果转化率 >0.02%个

成本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率（%）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秀作品入库数 =20件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受益人员满意度（%） >85%

生态效益指标 活动参与人次增加率（%）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赛事参赛人数（人） >15000人次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文创 产品满意度（%） ＞85%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王震 联系人 盛龙泉 联系电话 13823001186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85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85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3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3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30000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承办。结合大赛设计
成果，组织相关专家、企业、投资机构，对参赛获奖作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点评，促进设计成果与
市场的有效对接，打造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产业链，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立项依据
引导了社会力量办文化，推动企业创品牌和技术升级；是推进了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鼓励和引导了开发和输出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等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融合、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项目总目标

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和文化创意成果转化对接会。以大赛为平台，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为宗旨，以增强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文化创意设计作品为
载体，汇聚优秀设计资源，挖掘和培育创意设计人才，促进文化创意设计成果的现实转化与深度开发，
引导文化创意设计紧贴大众生活，逐步形成由粤港澳大湾区辐射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创意设计品牌
赛事及文创产品的成果转化和展示活动。

年度绩效目标
引导了社会力量办文化，推动企业创品牌和技术升级；是推进了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鼓励和引导了开发和输出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

2850000 2850000 3000000

    宣传推广 450000 450000 450000 1

    会务接待设计执行服务 300000 300000 300000 1

    会场包装 250000 250000 250000 1

    颁奖仪式 400000 400000 400000 1

    奖金及劳务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

    后勤保障 150000 150000 150000 1

    设计执行服务 300000 300000 3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到大赛作品数量 >1444件

质量指标 参赛作品增长率 >1%件

时效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率（%） >95%

成本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秀设计作品入库数 >20件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受益人员满意度（%） >8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性 >9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赛文创企业满意度（%） >85%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珠海WTA超级精英赛补贴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王震 联系人 盛龙泉 联系电话 13823001186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75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475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5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5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15年-2019年，珠海WTA超级精英赛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2019年，经市政府审批同意，赛事
成功续约9年，即2020年-2028年，华发体育公司继续对该赛事进行商业运营，向市政府申请
赛事补贴经费,不足部分由公司市场化运作来解决。

立项依据
1、PX20192616关于继续举办珠海WTA超级精英赛的批复；     2、关于成立国际网球赛事组
委会的通知珠府办函〔2019〕140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开展赛事运营、球员服务、赛事服务及宣传推广等工作，预计达到带动体育旅游经济发展，
打造珠海国际高端体育赛事IP品牌，提升珠海城市国际影响力的目的

项目总目标
成功举办赛事，塑造城市体育活动品牌，展示珠海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成果，推
动珠海的文体旅事业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成功举办赛事，塑造城市体育活动品牌，展示珠海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成果，推
动珠海的文体旅事业发展。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2珠海WTA超级精英赛补贴经费 4750000 4750000

    竞赛保障及球员服务 500000 500000 500000 1

    赛事服务：包括赛事交通、赛
事住宿、赛事餐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

    市场营销：包括票务特许经营
(赛事官方纪念品)

300000 300000 300000 1

    竞赛技术及电视转播：竞赛技
术

550000 550000 550000 1

    宣传推广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

    赛事推广系列活动 800000 800000 800000 1

    安保、布展 500000 500000 500000 1

    后勤保障 100000 100000 1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赛执委会各项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观众人数（人） >20000

时效指标 大赛执委会按工作方案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按方案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珠海市旅游业收入增长率 =0.3%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珠海网球运动和体育事业发展 >=3%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达标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赛事参观人数（人） =150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观众公众满意度（%） =10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珠海网球冠军赛 （ATP250）补贴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王震 联系人 盛龙泉 联系电话 13823001186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76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76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8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8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为进一步推动珠海市以延续网球品牌为核心的文化 、体育、旅游休闲等产业的
发展，根据市政府《专题研究引入ATP世界巡回赛和组建珠海华发国际网球俱乐部事宜工作会
议纪要》精神，经研究，决定拟引入ATP250级别国际男子网球职业赛事 ，由华发集团旗下全
资子公司珠海华发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申报主体并运营管理 。2.项目内容：珠海网球
冠军赛（ATP250)将于2019年至2023年连续在珠海举办 5年。3.项目范围：珠海网球冠军赛
（ATP250)，冠军将获得250积分，奖金为100万美元。单打28签位，双打16签位，预计共80-
90人参赛。所有男子选手都可报名参赛 ，最终名单按ATP排名确认。4.组织框架：珠海市人民
政府、中国网球协会主办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珠海华发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

立项依据
1、专题研究引入ATP世界巡回赛和组建珠海华发国际网球俱乐部事宜工作会议纪要 ；      2
、中国网球协会关于同意承办 ATP250赛事的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珠海网球冠军赛（ATP250)赛事落地珠海，使得珠海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同年举办 ATP巡回
赛和WTA巡回赛的城市，标志着珠海体育赛事布局迈上了新的台阶 ，尤其是在网球运动方面 ，
成为了能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展开竞争的新兴网球城市 ，将将作为长期促进珠海
与世界之间文化沟通及联系的重要桥梁 ，促进珠海网球运动和体育事业发展 ，深化珠海独具
魅力的网球城市形象 。

项目总目标
成功举办赛事，塑造城市体育活动品牌 ，展示珠海推进横琴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成果 ，推动珠
海的文体旅事业发展 。

年度绩效目标

该项目立项预期绩效目标是 ：举办54场顶级比赛，预计单打39场（含预选），双打15场，共
吸引海内外观众超过 30000人。中心场上座率超过 90%，完成各项官方活动 、球员活动、演艺
表演、中心场活动。在赛事举办期间，为珠海带来相关收入 （赛事直接消费价值 ），同时为
各相关行业带来营业增收 （赛事间接消费价值 ），同时为珠海市带来相应地方税收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2年珠海网球冠军赛 （ATP250）补
贴经费

7600000 7600000

    竞赛保障：LED、音响、灯光照
明等现场设备租赁和维护费用

400000 400000 400000 1

    场地包装：场地涂料、宣传物料
等购买制作费用

500000 500000 500000 1

    广告创意：广告脚本创作，突出
体现赛事品牌内涵 ，促进赛事推广

800000 800000 800000 1

    宣传制作：宣传设计、影视策划
、图片视频等的制作加工费用

600000 600000 600000 1

    媒体投放：全国媒体、区域媒体
、经济类报纸、体育类报纸、综合门
户网站、杂志、新媒体、其它媒体宣
传等

200000 200000 200000 1

    市场活动：推广本届赛事赛前预
热活动及球童招募 、赛期发布会、赛
事官方活动、赛事开票、倒数100天
活动、赛期场内外嘉年华系列费用活
动组织等执行

600000 600000 600000 1

    后勤保障及其他：赛事办公家具
的租赁采购、物业服务等

300000 300000 300000 1

    赛事住宿：球员及其重要随从 、
赛事官员、重要贵宾入住赛事官方酒
店费用赛事餐饮：球员、贵宾、媒体
和工作人员餐厅服务

400000 400000 400000 1

    赛事交通：观众、媒体、志愿者
等穿梭巴士服务

600000 600000 600000 1

    赛事餐饮:球员、贵宾、媒体和
工作人员餐厅服务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

    竞赛技术：鹰眼、飞猫、计时计
分等设备租赁费及相关技术服务费用

150000 150000 150000 1

    电视转播：高网频道、北京电视
台、上海电视台等；公共电视信号制
作、高清录制、上星、卫星车租赁等

250000 250000 250000 1

    志愿者：志愿者招募、选拔、餐
饮、服装、补贴等保障

300000 300000 300000 1

    票务制作及销售：售票系统购买
和维护使用、票务销售推广费用

400000 400000 400000 1

    安保及证件：场馆外围、公共活
动区域、球场区域安保、消防服务，
制证服务，公共安全风险评估

700000 700000 7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质量指标 赛事举办场次（次） >=96%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赛事举办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赛事带动消费（亿元） >=0.87

社会效益指标 赛事带动参观人数 （人） >=16000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损耗率（%） =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赛事举办影响率（%） >=6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赛人员满意度（%） =10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中国国际马戏节财政专项补贴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唐粤毅 联系人 白群 联系电话 2636781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8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8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8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8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800000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中国国际马戏节是由文化和旅游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珠海市人民政府、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的一项国际性节庆活动 ，为使中国国际马戏节更具连续性和延续性 ，自2016年起，中国国际马戏节由
两年一届变更为一年一届 。成立马戏节组委会，由文化和旅游部等国家部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
有关部门等领导担任组委会领导 。组委会下设执委会，主要由珠海市人民政府和长隆集团共同组建 ，具
体负责马戏节各项筹办工作 ，执委会下设办公室和节目演出组 、礼宾和外事组、安保和交通组、宣传推
广组、应急管理组、医疗卫生组、口岸工作组、检疫防疫组、志愿者服务组等9个工作组。市政府每年投
入专项财政补贴，用于专家评审、绩效评价、跟踪财务检查与满意度检查 、执委会办公室筹备经费 、日
常开支、向社会力量购买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合作与推广服务费用 （含人力资源服务）、宣传品制作、
证件费用、嘉宾餐饮、住宿、交通、安保服务、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户外广告、网络媒体、官方网站
、自媒体、主题活动、宣传出版、执委会各工作小组费用等 。项目支出计划以市政府批复为准 。

立项依据

1、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需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批的节庆活动项目
清理规范的通知》同意保留举办中国国际马戏节 ； 2、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同意中国国际马戏节变更举办周期并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马戏节的通知 》（国清组函〔2016〕
63号）将中国国际马戏节从两年一届改为一年一届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中国国际马戏节有利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珠海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推动珠港澳三地文化
交流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国民族文化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世界影响力 ，加快中国杂技马戏水平的发展和
提升。横琴独特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和便利的通关条件 ，将为举办中国国际马戏节提供充足的客源
保障；长隆集团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 ，使之具备了承办世界级水平中国国际马戏节的能力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模式，是中国国际马戏节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保证 。

项目总目标
为提升珠海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扩大珠海城市影响力，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预计于2022年11月举办
第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吸引全球高水平马戏团队参加 ，吸引珠海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国
内外各地游客前往珠海观看 ，达到扩大珠海在全国乃至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目的 。

年度绩效目标
以打造高规格、国际性马戏杂技艺术盛会和类目齐全的马戏杂技艺术竞技平台为目标 ，通过2022年举办
第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提升珠海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扩大珠海城市影响力，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宣传推广经费 5790000 5790000

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社会化营销、

官方网站、自媒体、主题活动、宣传
出版

5790000 5790000 5790000 1

执委会办公室经费 1720000 1720000

    办公日常费用 90000 90000 90000 1

    证件费用 220000 220000 220000 1

    宣传品 60000 60000 60000 1

    嘉宾服务 780000 780000 780000 1

    绩效评估 50000 50000 50000 1

向社会力量购买政府组织的文化交流

合作与推广服务
160000 160000 160000 1

    安保服务 360000 360000 360000 1

执委会各工作组经费 490000 490000

    卫生医疗保障费 100000 100000 100000 1

    应急保障费 50000 50000 50000 1

    志愿服务费、志愿宣传费 130000 130000 130000 1

    道具、动物通关保障费 30000 30000 30000 1

    安全保障费 180000 180000 18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七届马戏节举办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马戏节活动和策划方案的匹配程度 =100%

时效指标 马戏节举办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传播有效性 有效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唐粤毅 联系人 赵博爽 联系电话 2630611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3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以下简称“音乐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珠海华发集团承办的一
项旨在发掘全球优秀青少年音乐家，促进全球音乐文化交流，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珠海城市
软实力的大型国际性青少年音乐活动。自2015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已成功举办三届，在过去的三届，
以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共吸引了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青少年音乐家参与其中。 第四届
原定于2021年9月份举办，因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及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报批要求，延期至2022年9月举办，
将在前三届基础上持续举办专场音乐会及公益惠民活动。

立项依据

《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同意举办第三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的批复》，同意举办第三届珠海莫
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呈批表PX20202459（关于第四届音乐周的请示）
》，同意来文所请及市财政局意见，给予第四届音乐节财政补贴300万元，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按部
门预算管理程序规定纳入2021年部门预算；《珠海市政府文件呈批表PX20211564（关于延期举办第四届
音乐周）》，同意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延期至2022年9月13—25日举行。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音乐周经过3届的发展，目前已经是AAF国际赛事联盟和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世界联盟的成员单位。项目
已经成为一项有价值、有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并受国际认可的城市文化品牌，音乐周除了在国际业界
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之外，也成为珠海市民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音乐周举办得到萨尔茨
堡莫扎特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和珠海华发集团的有力支持，在专业资源和执行能力方面都具有优势，为
项目的持续举办提供了条件。

项目总目标
1、持续巩固音乐周品牌地位；2、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古典音乐教育交流；开展惠民和艺术普及活
动，助力珠海打造艺术之城和人文湾区核心枢纽城市。

年度绩效目标

预计于2022年9月份举办第四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工作内容包括举办专场音乐会及公益惠民
活动，为全球青少年音乐家搭建通往世界艺术殿堂的桥梁，通过广泛的惠民和艺术普及活动，让普通群
众和珠海青少年广泛参与到音乐周当中来，助力珠海打造“艺术之城”，促进“人文湾区”建设，提升
珠海城市国际影响力。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城市形象宣传费用 1380000 1380000

城市形象宣传费用 1380000 1380000 1380000 1

主体活动费用 1000000 1000000

主体活动费用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

活动管理费用 56000 56000

活动管理费用 56000 56000 56000 1

公共服务保障费用 564000 564000

公共服务保障费用 564000 564000 564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四届音乐周举办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音乐周活动和策划方案的匹配程度 =100%

时效指标 音乐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传播有效性 有效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翟名 联系人 金璐 联系电话 263692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3804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39648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39648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37448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374480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共珠海市委、人民政府关
于建议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 》《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设立珠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专项资金，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开发、宣传、普及等工作。2021年该专项经费
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补贴 、举办2021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举办斗门水上婚嫁
集体婚礼、申报国家及省级非遗项目补贴 、举办非遗培训班、开展非遗传承人抢救性保护 、打造非遗美食
品牌、以及宣传培训等工作 。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丰富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急剧变化 ，致使大部分
项目濒临失传和灭失 ，因而有必要通过持续性地投入 ，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自2008年以

来，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用于非遗普查、各级名录项目申报、项目补贴、
代表性传承人补贴、传习、岁时节令、民俗活动补贴、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活动 、传习陈列馆建设等
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

项目总目标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保存工
作，预计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开发、宣传、普及等工作，通过完善非遗基础档案 、加强
传承人队伍建设、开展非遗相关活动、建设传承基地等，达到提升全市非遗传承保护意识 、科学规范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升城市传统文化内涵的目的 。

年度绩效目标

补贴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 、市级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活动，补贴非遗传承基地及工作站 、非遗
传承展示厅、示范基地、保护区的建设与维护 ，补贴完善维护我市非遗数据库 ，开展各类非遗工作涉及的
专家论证评审，举办2022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参加文化部及文化厅组织文化遗产日分会场

等系列活动、开展珠港澳非遗交流活动 、提升非遗展示基地、申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补贴 、
完善维护珠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以及宣传培训等工作 。具体以市政府实际批复意见为准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 3380400 3380400

市级以上非遗项目保护补贴 1250000 1250000 1250000 1

市级传承人补贴 230400 230400 230400 1

非遗活动补贴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

非遗传承基地、工作站、传承展示
厅、示范基地、保护区建设补贴

100000 100000 100000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补贴 50000 50000 50000 1

非遗培训和管理工作补贴 350000 350000 350000 1

宣传费用 200000 200000 2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维护完成率 100%

各类非遗相关活动举办完成率 100%

非遗宣传工作开展完成率 100%

非遗专项培训工作开展完成率 100%

市级非遗传承基地建设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运行时长达标率 100%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宣传培训时长达标率 100%

市级非遗传承基地内部验收通过率 100%

各类非遗活动成功举办率 100%

申报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维护及时性 及时

申报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宣传培训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市级非遗传承基地建设及时性 及时

各类非遗相关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非遗代表性项目完好存续率 100%

新建非遗保护基地投入使用率 100%

非遗活动参与人次增长率 ≥2%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翟名 联系人 金璐 联系电话 263692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9-22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683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79227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605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60500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资金计划通过扶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文化志愿服务、全市公共文
化活动以及奖励优秀群众文艺社团、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等，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功能，提升群众性文
化活动水平，构建起具有珠海特色、符合群众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积极开展2022年“市
民艺术荟”相关活动，擦亮珠三角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立项依据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东省文化
厅关于转发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通知、《中共珠海市
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精神，设立珠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推动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建设，加快珠海文化强
市建设步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精神，及《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充分保障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各类项目的实施。项目资金预算充分考虑全市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群众文艺团队发展、文化志愿队伍建设以及全市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等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实际
情况，确保项目推进的可行性。

项目总目标
为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群众，预计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通过提高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服
务效能、提升群众性文化活动水平、举办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强化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推动文化志愿
者活动规范化等，构建起具有珠海特色、符合群众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计划通过扶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文化志愿服务、全市公共文化活动以
及奖励优秀群众文艺社团、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举办2022年市民艺术荟系列活动等，擦亮珠三角公共文
化服务活动品牌，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功能，提升群众性文化活动水平，构建起具有珠海特色、符合
群众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
公共文化服务方向

6830000 6830000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经费补贴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

品牌建设补贴 1650000 1650000 1650000 1

文化志愿者服务项目 100000 100000 100000 1

开展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生产与传播 320000 320000 320000 1

用于补贴市图书馆、市文化馆进行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建设与维护

880000 880000 880000 1

2022年市民艺术荟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宣传经费 300000 300000 300000 1

市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480000 480000 48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性公共文化活动完成率 100%

群众文艺作品创作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

2018年重点工作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组织专家评审完成率 100%

免费公共文化场馆全市覆盖率 100%

群众文艺社团活动完成率 100%

公共文化活动宣传完成率 100%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完成率 100%

文化志愿服务完成率 100%

市民艺术荟完成舞台艺术惠民演出场次 ≥3场

质量指标

全市性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率 ≥80%

受补群众文艺社团活动参与率 ≥80%

2022年重点工作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工作合法及合规性 合法及合规

文化志愿服务参与率 ≥80%

市民艺术荟宣传工作开展率 100％

市民艺术荟赛事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群众文艺作品创作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文化志愿服务开展及时性 及时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完成及时性 及时

2022年重点工作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及时性 及时

免费公共文化场馆开放使用及时性 及时

受补群众文艺社团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全市性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市民艺术荟演出完成及时率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服务有责投诉数 0起

可重点培养的专业文化队伍维持率 100%

市民艺术荟活动参与人数 ≥5000人

市民艺术荟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 ≥8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市民艺术荟观众满意度 ≥8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广播电视方向）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蓝戈 联系人 何沅莹 联系电话 260290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64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139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3205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10695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广播电视行业作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具有宣传教育、传递信息、导向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众多功能，不断
推动我市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既是贯彻落实《2020年广东省广播电视工作要点》的重要要求，也是满足我市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我市将为珠海市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广播电视
及新媒体技术平台建设与维护、内容生产服务、广播电视节目播出、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等相关产业开发与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以“扶优扶强、统筹兼顾、支持改革创新、向重点项目倾斜”为原则，符合国家和省、市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规划，
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明确可行，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对本行业发展有引导推动作用，预期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所申报的创新项目及精品项目提供资金扶持。

立项依据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广电行业体制改革，规范和加强市级广播电视类财政资金的管理，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应急广播平台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广电发〔2020〕40号）《关于印发<2020年广东省广播电视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广
电发〔2021〕1号）《关于认真推进我省广电系统“我为基层办实事”工作的通知》（粤广电技〔2021〕]111号）《转发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 应急管理部<关于进一步发挥应急广播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意见>的通知》（粤广电技〔2020〕351号）《转发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评选结果的通知》（粤广电宣〔2021〕105号）《珠
海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珠府〔2018〕73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市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审批
暂行办法的通知》（珠府办〔2020〕1号）《关于印发<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珠文广旅体字〔
2020〕16号）《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广播电视方向）实施细则>的通知》（珠
文广旅体字〔2020〕39号）《2022年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方向）申报指南》等文件精神立项。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总目标

按照“扶优扶强、统筹兼顾、支持改革创新、向重点项目倾斜”的原则，帮助珠海市广播电视行业单位，广播电视及新媒体技
术平台建设与维护、内容生产服务、广播电视节目播出、广播电视节目传送等相关产业开发与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开展符合国家和省、市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规划，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明确可行，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对本行业发展有引
导推动作用，预期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建设工作，尤其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推动岭南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构建现代广播电视产业体系，引导、带动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推动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广播电视传播
网络建设，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安全播出保障，有较大可能成为广播影视和新媒体文化艺术精品，推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广播电视科技核心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传播，智慧广电研发、
创新技术应用、新型业态、系列等重要活动项目为重点，进一步达到深化我市广电行业体制改革、促进我市广电行业创新发展
的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为实现广播电视行业宣传教育、传递信息、导向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众多功能，贯彻落实《2020年广东省广播电视工作要点
》的重要要求，推动我市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支持有利于构建现代广播电视产业体系，引导、带动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创新项
目，广播影视和新媒体文化艺术精品项目等项目建设发展，更好实现我市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
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广
播电视方向）

1640000 1640000

珠海市智慧广电·乡村振兴公共服
务平台

600000 600000 600000 1

纪录片《跑夺》（暂定名）制作补
助

280000 280000 280000 1

纪录片《同心》（暂定名）制作补
助

260000 260000 260000 1

公益广告制作及发布补助 400000 400000 400000 1

广播电台播出应急广播安全保障提
升项目

100000 100000 1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村级电视门户平台数量 =122个

功能齐全的样板村公共服务平台 =1个

实现能够及时进行村务、党务、财务三公开的村居平台数量 =55个

制作共100分钟时长纪录片 =1

公益广告发布平台数（包括广播电视、电台、APP、公众号） >=4个

质量指标

纪录片出品验收合格率（%） =100

村级电视门户平台验收合格率（%） =100

村级电视门户平台功能符合文件要求率（%） =100

时效指标

电视门户平台验收合格后上线时间 =15工作日

纪录片、公益广告发布项目完成及时率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是否超出预算 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在不同媒体平台宣传，提升影响力 >=4个

电视门户平台预期达到效果
1.拓展乡村文化服务渠道，提供便利可及的数字化、智能化公共服务 2.助力乡村治
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市级媒体平台持续播发公益广告以引导正面舆论 >=10000次

可持续影响指标村务党务财务信息公开保留时间同比建设电视门户平台前平均增长时间 >=10天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纪录片作品满意度（%） >=90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旅游业发展）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刘燕波 联系人 陈开荣 联系电话 15916239888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8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8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165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87117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1128830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旅游业发展统筹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产业扶持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
务、旅游形象推广和旅游资源保护，加大旅游宣传推广力度，推进旅游景区标准化建设，规范研
学旅行。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奖励、补贴、贷款贴息项目。不断提升我市旅游业现代化、品质化
、国际化水平。

立项依据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三章明确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我市旅游
产业发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推动我市旅游产业发展，从提升旅游产品吸引力、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旅游
形象推广和旅游资源保护，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全面提升珠海市旅游业水平，同时加
强统筹协调。

项目总目标
为了宣传推广珠海整体旅游资源 ，打造珠海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 ，提升我市旅游综合管理服务水
平，提高珠海整体旅游接待能力，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达到珠海旅游经济总收入、旅
游接待总人数稳步增长，不断提升我市旅游业现代化、品质化、国际化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等，全面提升珠海市旅游业水平，提高城市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扶持珠海旅游产业发展 18000000 18000000

奖励、补贴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

开展珠海市旅游形象宣传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获得省级以上荣誉项目数（项） =8

质量指标 奖励性应奖尽奖率（%） =10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举办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受益旅游企业满意度（%） =100%

社会效益指标 珠海旅游行业覆盖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保障机制的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体彩公益金）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陈鸿海、梁立志、王震 联系人 冯玉宇 联系电话 1382568680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0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40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38243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300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19850494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10149506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指国家根据有关规定，从我市体育彩票销售额中按规定比例提取扣除中央及省级彩票专项公益金后，专项用于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的
资金。根据国家、省关于体育彩票公益金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我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级体彩公益金资助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含青少年体
育)和竞技体育。其中：用于群众体育的资金不低于年度公益金支出计划总额的70%，用于竞技体育的资金不高于年度公益金支出计划总额的30%。

立项依据
按照国家体育彩票公益金相关规定，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指国家根据有关规定，从我市体育彩票销售额中按规定比例提取扣除中央及省级彩票专项公益
金后，专项用于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的资金。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依据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群众体育部分，主要用于：维修和援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购置体育健身器材；购置国民体质监测器材配
建于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站)和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身服务；公共体育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资
助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搭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网络；组织开展和参加青少年各项竞赛活动；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科学研究和培训等；补助体育产业
支持体育产业统计、高危体育项目的管理及培训、体育产业调研及培训、体育组织管理、体育扶贫等工作支出；非奥运群众体育项目、临时性群众体育项
目等其他群众体育开展，以及其他须在全民健身项目中列支的项目。竞技体育部分,主要用于:资助举办或承办各类型体育赛事;改善优秀运动队训练比赛
、生活设施条件;支持市备战和参加省、全国及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补充优秀运动队的优秀运动员保障支出;其他奥运争光项目开展。1、国家、省、市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奥运争光计划；3、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4、关于印发珠海市竞技体育奖励办法（试行）
的通知；5、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项目总目标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总要求，全面落实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
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四区”叠加历史机遇，夯实体育强市建设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
理念，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场地设施布局、全民健身活动、科学健身服务、社会组织作用、港珠澳体育合作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心构建体育事业与
产业相贯通、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城镇与乡村相协调的具有珠海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优质供给，努力构建我市竞技体育
发展新模式，积极承办承接国际国内大赛，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服务健康珠海和体育强市建设，助力提升珠海市民
更高的生活品质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建设，为珠海市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作出体育积极贡献。预计开展其中包括：体
育公共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贴， 扶持各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市民健身运动会经费，社会组织建设，全民健身区域交流活动，珠海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能学习和再教育补贴经费， 第十六届省运会（群众体育组）参赛工作经费，体育场地常规统计工作经费，国民体质监测和市、区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
指导站工作经费，体育宣传和科普经费， 开展全市老年人体育赛事活动补贴经费以及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构建市青少年业训体系、市各
项目青少年运动队的训练、基地建设等。预计达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加完善，功能齐全、特色鲜明、全面覆盖、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格局基
本形成；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体性体育竞赛规范化、品牌化，市民全民健身运动会的质量和规划显著提升；全民健身科学化指导水平不断提高，市民科学健
身意识和素养显著增加，实现国民体质监测的全覆盖，全民健身科学化程度显著提高；体育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满足人民群众
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做好全市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培养、选拔、输送，积极参加全国、全省竞技体育比赛，并取得较
好成绩；不断加大扶持培育力度，重点培育精品体育赛事活动，促进我市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等目的。

年度绩效目标

1、参加省运会竞技组和群众组赛事活动，竞技组金牌数力争比上一届翻倍，群众组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展现全市全民健身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2、开展2022年市民健身运动会，实现各战线、各生命周期人群的全覆盖，全面将超过130项次比赛，预计惠及人群35万人次。重点做好老年
人、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体育工作。3、开展全市竞技体育青少年年度赛，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进校园推广活动，增强青少年体质，培养选拔
输送竞技体育人才。4、做好全市大型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工作，方便市民参与全民健身活动。5、参加和承办省以上级别群众体育系列赛事、全民健
身区域交流活动不少于15项次；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各区群众体育活动。6、开展体育社会组织、裁判员、教练员培训。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人数不少于1000人。7、建设好市、区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开展体质测定3000人以上。8、开展全市青少年体育训练、比赛及优秀运动员的
培养、选拔、输送。9、组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等赛事活动项目。 10、做好珠海体育宣传工作，在珠海主流媒体纸媒、电视台、电台、新媒体等全媒体
资源进行全方位宣传，在省级主流媒体进行宣传。省级以上媒体上稿不少于30篇，同时在“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或新闻客户端）进行
宣传，加强宣传推广效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暂无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学习和
再教育补贴经费

450000 450000

按照广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要求：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
书的人数达到每千人3.2名以上。目前，我市社会体育指导员达7000人，每年需增加培
训1000人。体育总会已连续三年进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
验。

珠海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学习和
再教育补贴经费

450000 450000 450 1000 群体科

市体校、斗门体校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及科研补贴经费

3000000 3000000
全市各级各类体校建设维护(包括训练比赛场地建设、维修保养,运动队生活设施改善,
训练器材装备购置、维护等)、训练补助、运动员、教练员日常管理、康复、科研等。

直接划拨给市体校200万元，斗门体校130万元。

市体校、斗门体校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及科研补贴经费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

与国家、省、市共建青少年训练基
地补贴经费

3000000 3000000
与垒球、排球，高尔夫、棒球，击剑、冰上、马术、武术、攀岩、游泳、帆板帆船、

体操等运动项目合作办队。直接划拨给市体校430万元。

与国家、省、市共建青少年训练基
地补贴经费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

体育公共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贴 3460000 3460000
用于体育场馆公益活动、小型维修、开放补贴，并扩大对免费场馆开放工作的社会宣
传。2021年市体育中心第一批经费为250万元。斗门区体育馆2020年经费50万元。横琴
网球中心也获得中央免费低收费补贴，地方可相应安排补贴。

体育公共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贴 3460000 3460000 3460000 1 群体科

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比赛及对外交流
活动经费

3200000 3200000
市体校、斗门体校各外训队组队参加省赛（锦标赛、冠军赛、交流赛）、全国赛费用
。直接划拨市体校290万元（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斗门体校60万元。

参加省级以上各类比赛及对外交流
活动经费

3200000 3200000 3200000 1

市民健身运动会经费 4500000 4500000
主要用于全年全覆盖市民健身运动会各项比赛活动场租、竞赛器材，及裁判员、工作
人员补助、宣传费用、保险费、体彩公益金分配专家评审费、专项运行管理费等。

2021年为420万元。

主要用于全年全覆盖市民健身运动
会各项比赛活动场租、竞赛器材，
及裁判员、工作人员补助、宣传费
用、保险费、体彩公益金分配专家
评审费、专项运行管理费等。2021
年为420万元。

4500000 4500000 37500 120 群体科

开展全市老年人体育赛事活动补贴
经费

800000 800000

按照省体育局等12部门转发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
作的意见》（粤体群〔2016〕56号文）相关要求，以及珠海市每年养老议案办理计划
和任务分解表要求。主要用于补助全市老年人参加2022年珠海市第28届老年人体育运
动会，省内、全国各类体育赛事和老年人体育项目培训、学习经费。

开展全市老年人体育赛事活动补贴
经费

800000 800000 800000 1 群体科

组织市青少年年度锦标赛经费 800000 800000
主要用于与市教育局联合开展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青少年年度锦标赛。划拨给体育
总会

组织市青少年年度锦标赛经费 800000 800000 800000 1

扶持各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8800000 8800000

横琴新区申报53万元；金湾区申报127万元，其中体育器材项目50万元）2021年金湾区
安排110万元；香洲区申报480万元，其中老旧小区健身器材70万元，省第八届风筝锦
标赛30万元，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95万元，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公益开放20万元，青
少年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建设35万元，游泳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场所管理10万元。
斗门区申报210万元，其中健身路径更新维护20万元，龙舟赛100万元（奖金奖品50万
元），拔河、篮球、舞龙舞狮等30万元（奖金共5万），社会指导员服务站60万元（为
每个镇街10万元）；高新区申报20万元。

扶持各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8800000 8800000 8800000 1 群体科

2022年世界风筝板系列赛总决赛 2000000 2000000 根据2022年世界风筝板系列赛总决赛延迟举行。

2022年世界风筝板系列赛总决赛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2022年省运会代表团后勤保障、差
旅等）

500000 500000 根据2022年第十六届省运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2022年省运会代表团后勤保障、差
旅等）

500000 500000 500000 1

2022年省运会代表团团服 2300000 2300000 根据2022年第十六届省运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2022年省运会代表团团服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1

体育宣传和科普经费 600000 600000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珠海体育事业
发展实际，在省、市主流媒体对珠海体育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报道，面向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宣传珠海体育事业工作成效，彰显珠海体育惠民工程的发展前景，塑造良好的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体育品牌形象。

体育宣传和科普经费 600000 600000 600000 1 群体科

第十六届省运会（群众体育组）参
赛工作经费

1100000 1100000
2022年下半年在清远市举办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设置龙舟、网球、乒乓球、羽毛

球、健身气功、体育舞蹈、太极拳、门球、龙狮、棋类等10个大项。

第十六届省运会（群众体育组）参
赛工作经费

1100000 1100000 110000 10 群体科

体育场地常规统计工作经费 55000 55000
继续由体育总会组织开展全市体育场地调查，按照上级要求，购置工作用房和现场调
查必备的设备、工具，培训我市体育场地调查队伍，完成体育场地调查录入工作。

体育场地常规统计工作经费 55000 55000 55000 1 群体科

体育传统特色校资助补助及业务管
理经费

800000 800000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每个项目各2万元，共80万元。按相关标准给予经费补贴。

传统特色校资助补助及业务管理经
费

800000 800000 800000 1

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进校园推
广活动

435000 435000
主要用于与市教育局联合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进校园推广活动（足球、网球、帆

船帆板、武术、体操、垒球、滑冰、高尔夫、马术匹克球等）。 

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进校园推
广活动

435000 435000 435000 1

全民健身区域交流活动 600000 600000
由市体育总会组织开展大湾区、省内城市联盟交流项目、参加省级以上赛事、社会体
育组织调研交流活动等。

全民健身区域交流活动 600000 600000 60000 10 群体科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 200000 200000
预计年检初审、现场检查3万元；社会组织专家评审发展规划白皮书11万元；社会组织
调研、交流学习3万元；打造社会体育组织集中办公区域补贴5万元；业务能力、安全
急救、赛事组织3万元。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 200000 200000 200000 1 群体科

国民体质监测和市、区体质测定与
运动健身指导站工作经费

1400000 1400000

公共体育服务重点工作。《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92%。健康广东标准为2022年超过93%。我局2021年10月发
布了2019年珠海市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合格率为93.7%。参照省体育局与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粤体群〔2019〕41号）、
《关于开展广东省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的补充通知》（粤体群〔2020〕67号）文
件要求，省体育局关于做好2020年广东省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工作的通知 （粤
体群〔2020〕74号）、《关于开展珠海市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的通知》（珠文广
旅体局字〔2020〕32号）。市体育中心申报35万元，斗门申报20万元，金湾申报15万
元，香洲区申报30万元，高新区申报20万元）

国民体质监测和市、区体质测定与
运动健身指导站工作经费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 群体科

2022年年度赛事、输送等奖励 2000000 2000000
奖励在省赛、全国赛上获得优秀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输送运动员到省
队、国家队的单位和教练员。根据珠海运动员2021年年度参赛成绩等计算，预计奖金
220万元。直接划拨给市体校185万，斗门体校35万元。

2021年年度赛事、输送等奖励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民健身活动举办场次（次） >=100项次

市及省以上赛事活动举办场数应办尽办率 >=100%

质量指标 赛事举办安全、达标 >=100%

时效指标

赛事举办及时性 及时

教练员及裁判员培训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免费开放补贴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体育彩票销售完成省下达指标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体彩公益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能源损耗 自行车、徒步、帆船运动等均倡导绿色环保，降低能源损耗。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常性锻炼人口 >=4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85%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文物保护方向）

主管部门 珠海市财政局科教与文化科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李强 联系人 梁邦妍 联系电话 07562630738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9-18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205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10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107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7801538.95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2898461.05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市文物保护现状和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按轻重缓急、统筹规划的原则编制2022年度文物
保护经费的使用计划,用于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珠海“智慧文博云”管理服务系统运营维护及通信，文物预
保护项目、文物保护研究与宣传，文物活化利用，珠海港澳流动渔民陈列馆场租及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
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管理维护，陈列馆、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等，合计共1020.5万元。项目
支出计划以市政府批复为准。

立项依据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珠海市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文物保护方向）实施细则）》的通
知（珠文广旅体字[2020]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多次就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目前我市
现有登录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334处，分别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等5类，并于1979年开始至今先后公布了市（区）级、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7处。按照国
家《文物法》的规定，需对各类文物遗存进行必要的保护和重点维修，按轻重缓急，统一规划，有目标、
有计划地实施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开展文物保护“四有”、编制保护规划、文保单位申报等基础工作。开
展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和活化利用，落实国家与地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对保护珠海的历史人文资
源，促进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文保项目通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制定具体工作
方案，由各区及相关单位提出申请经专家评审后，报市政府审批后实施。并确保资金落到实处，达到良好
的使用效果。

项目总目标

为加强珠海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预计开展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扶持各区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管理维护、珠海
“智慧文博云”管理服务系统及监控系统运行维护、文物保护宣传、补助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扶持非国
有博物馆发展等项目。通过开展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形成良好的文物保护工作机制，进一步挖掘历史人
文资源，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我市文物保护现状和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按轻重缓急、统筹规划的原则，用于文物保护修
缮工程，珠海“智慧文博云”管理服务系统运营维护及通信，文物预保护项目、文物保护研究与宣传，文
物活化利用，珠海港澳流动渔民陈列馆场租及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管理维护，
陈列馆、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等，通过实施以上文物保护项目，统筹兼顾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切实推动文物“活起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文物保护项目 10205000 10205000

珠海港澳流动渔民陈列馆场租 294840 294840 294840 1

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建控地带划定

900000 900000 900000 1

苏兆征故居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运
营管理

500000 500000 500000 1

推进文物消防安全整改 35160 35160 35160 1

杨匏安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
理

500000 500000 500000 1

林伟民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
理

300000 300000 300000 1

文物预保护项目 485000 485000 485000 1

拱北拉塔石炮台运免费对外开放运
营管理

100000 100000 100000 1

苏曼殊故居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理 200000 200000 200000 1

珠海“智慧文博云”管理服务系统
（一期）文物视频监控系统通信费

50000 50000 50000 1

容闳故居遗址免费对外开放运营管
理

120000 120000 120000 1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文物研究与宣传 300000 300000 300000 1

珠海“智慧文博云”管理服务系统
（一期）运营维护费

270000 270000 270000 1

扶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1500000 1500000 300000 5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管理维护 1300000 1300000 20000 65

珠海港澳流动渔民陈列馆免费对外
开放运营管理

850000 850000 850000 1

扶持各区开展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
程

500000 500000 5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5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6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展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文物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是

文物资源的社会功能是否得到发挥 是



2022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图书馆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文献资源（图书、电子资源）购置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黄海明 联系人 岑楚欣 联系电话 266196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9-22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0
2022年项目预算
安排金额（元）

406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4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4000000
2020年项目实际
使用资金（元）

399995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5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珠海市图书馆是向社会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文献资源建设是开展读者公
共文化服务的基础。2022年度计划采购印刷型图书5万册，地方文献、工具书300册，续订、新
增资源数据库约20个，以不断满足读者阅读需要。预算费用406万元，计划从2022年1月起至
2022年12月，通过公开招投标、竞争性谈判、自行采购等多种方式分期分批完成采购任务。

立项依据

1、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2、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3、广东省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2020年）；4、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和管理的通知》
（珠府办函[2013]114号）；5、《珠海市建设文化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14 — 2016年）》
（珠委办字[2014]79号）；6、《关于印发珠海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体系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的通知》（珠府〔2015〕143号；7、广东省文化厅《关
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属于市财政直接下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事业经费，用于购置珠海市图书馆馆的各种
馆藏文献资源，具体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音像资料、多媒体光碟、地方文献、工具书、
电子图书、文献数据库等。涉及的范围包括珠海市图书馆、珠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珠海市图
书馆高栏分馆、金湾区图书馆、斗门区图书馆高新区图书馆以及下属各图书流通站。项目完成
后，本馆藏书总量（印刷型图书）达140万册（件），电子图书125万种，资源数据库41种。馆
藏资源不断丰富，满足了不同读者阅读需要，达到预期效果。

项目总目标

为了收集、整理及收藏能满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以及读者阅读需要的各种文献
资源，以服务社会和广大读者，预计开展挑选、购买符合我馆馆藏标准、满足我馆服务需求的
工作，采购地方文献作为记录、反映地方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年
鉴、百科全书类等连续出版物的工具书工作，预计达到满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
以及读者阅读需要的各种文献资源，服务社会和广大读者、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
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文明目的。（各类纸质图书5万册、新增及续订电子资源数
据库共20个、地方文献、工具书300册）

年度绩效目标

采购图书预计5万册，收集采购年鉴、百科全书类等连续出版物的工具书预计300册，接待读者
预计超过68万人次，图书外借预计超过30万次；提供超星、维普和知网等主流电子资源数据
库，年度访问量超过82万人次，资源总量达到约100T，满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
以及读者阅读需要的各种文献资源，服务社会和广大读者的目的。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本馆该项目属于绩效管理范围，但3年内已进行绩效评审，项目名称和支出范围不变，预算金额
将往年常态化项目“地方文献、工具书购置费”专项6万元合并入“文献资源（图书、电子资
源）购置费”专项。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文献资源（图书、电子资源）购置
费

4060000 4060000

    纸质图书采购 2060000 2060000 41.2 50000

    电子图书（数据库） 2000000 2000000 100000 20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购印刷型图书数 >=5万册

续订及新增资源数据库数 >=20个

质量指标

资源数据库质量达标率 100%

印刷型图书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资源数据库续订及新增及时性 及时

印刷型图书采购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图书馆年流通人次增长率 ＞0%

群众有责投诉数 0起

受益对象数量增长率 ＞0%

采购印刷型图书投入使用率 100%

公共图书馆借阅量增长率 ＞0%

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增长率 ＞0%

公共图书馆收藏文献资源总量增长率 ＞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