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维护项目经费（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年-2022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95.5

　　　　　　　其中：财政拨款 295.5

　　　　　　　　　　其他资金 0

绩效目标

我台广播电视维护经费保障我台基本运行，保障覆盖宁夏面积6.64万平方公里，覆盖宁夏680万人
口，主要用于补贴设备实施运行中所发生的电费，担负供电保障变压器共计8台，保障全年无停电
12个月共365天，补贴全台供暖供冷的天然气费，担负全台供暖和供冷主机共计4台，保障全年供
暖供冷9个月共270天，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障专用材料的零星采购。按照天然气公司收费标准
2.23元每方的均价，全年共9个月预计产生天然气成本78万元，按照供电局阶梯电价0.627元每度
的均价，预计产生电费176万元，按照以往每个月平均的零星的维修维护经费测算，预计产生维修
维护成本137.5万元，成本合计391.5万元。（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扣减96万元，扣减后295.5万元
。）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

覆盖人口 680万人

担负的供电保障变压器 8台

担负全台的供暖和供冷主机 4台

全年供暖供冷天数 9个月，共计270天

全年无停电天数 12个月，共计365天

零星维修维护月份数 12个月

质量指标
经费使用方式 专款专用

设备维修后合格率 合格率100%，能正常使用

时效指标

电费、取暖费等支出进度 按月缴纳

设备故障维修时间 维修及时，不发生安全播出事故

供暖、供冷时限 每年的固定时间

成本指标

维护成本 295.5

天然气公司收费标准 均价2.23元每方

供电局阶梯电价 均价0.627元每度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延长设备使用年限 经维修后，设备正常使用

保障全台用电安全
避免了用电器因突然停电造成损
坏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安全播出工作，提高专项
资金使用效率

有所提升

实现节目的安全优质播出，推
动广电事业发展

更好的保障

可持续影响指标
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
给全区广大人民群众

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观众、听众满意度 良好

各部门人员满意度 良好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全国两会宣传经费（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年-2022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1
　　　　　　　其中：财政拨款 81
　　　　　　　　　　其他资金 0

绩效目标

2020年全国两会报道中，宁夏广播电视台将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载体，多角度报道大会盛况，拟
租赁场地17.5天搭建1间演播室，租赁1辆车运输设备，租赁卫星传输信号15天，预计派出50人
赴京报道采访，争取实现电视发稿量300条，广播发稿量400条，新媒体发稿量500条，让宣传报
道有声有色影响大，线上线下全媒体发力有亮点，内容丰富有深度接地气，继续唱响全国两会
宁夏好声音。预计产生报道人员机票成本7.5万元，北京演播室搭建成本12万元，北京演播室场
地租赁成本28万元，设备运输成本3.5万元，卫星传输成本6万元，随团记者食宿成本6.8万元，
工作人员住宿成本17.2万元，成本合计81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视发稿量 300条
广播发稿量 400条
新媒体发稿量 500条
演播室搭建数量 1间
租赁场地天数 17.5天
赴京报道采访人数 50人
设备运输车辆 1辆
租赁卫星传输天数 15天

质量指标
区域覆盖范围 技术覆盖范围全覆盖
自编自采率 ≧90%

时效指标
动态新闻当日发稿率 应发稿件的100%
突发事件发稿率 按要求第一时间发布

成本指标

报道人员机票 7.5万元
北京演播室搭建费 12万元
设备运输费 3.5万元
随团记者食宿费 6.8万元
工作人员住宿费 17.2万元
卫星传输费 6万元
北京演播室场地租赁费 2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传播力 逐年提升
媒体影响力 逐年提升
受众满意度 逐年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影响力、媒体传播力、受众满意
度

逐年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代表委员满意率 92%

受众满意率 较上年提升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少儿节目制作暨全国少数民族六一晚会项目经费（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年-2022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4.2
　　　　　　　其中：财政拨款 34.2
　　　　　　　　　　其他资金 0

绩效目标

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作、创新青少年优秀文艺精品，为孩子们搭建展示才艺的舞
台，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预计租赁晚会场地2天1夜，使用物美、灯光2场，外请节目创编、音
乐制作、艺术指导各1人共计3人，外请助演节目1个，发生本地晚会演职人员工作餐150人共
4次，录制节目需用蓝光盘9张，拟派出8位演职人员往返广西参加全国六一晚会，预计产生车辆
、设备租赁成本0.57万元，晚会场地使用成本12万元，舞美7.5万元，灯光4万元，外请节目创
编1.5万元，外请音乐制作1.5万元，艺术指导2万元，外请助演节目1万元，餐费、水等1.5万
元，录制节目所需蓝光盘0.63万元，8人往返广西参加全国六一晚会差旅成本2万元，成本合计
34.2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正式晚会场数 2场

正式晚会节目数 不少于20个

参与人数 大于1000人
租赁晚会场地天数 2天1夜
外请节目创编、音乐制作、艺术指导
人数

各1人共计3人
外请助演节目数 1个
录制节目所用蓝光盘张数 9张

往返广西参加全国六一晚会演职人员
人数

8人

物美、灯光场次 2场
本地晚会演职人员工作餐 150人共4次

质量指标

艺术指导专业性
由国内知名导演、舞蹈类、
声乐类、器乐类老师指导

作品原创性
选择能够展现当代青少年精
神面貌的原创作品

晚会收视率 0.21

时效指标

录制时限
2020年5月28日之前完成录
制

播出时限 2020年六一期间及当天

晚会时长 2场晚会预计3个小时

成本指标

场地租赁费 12万元
舞美、灯光制作、租赁费 11.5万元
车辆、设备租赁费 0.57万元
录制节目所用蓝光盘、赴广西参加全
国六一晚会演职人员机票等差费、晚
会工作人员盒饭及矿泉水等

4.13万元

外请节目创编、音乐制作、艺术指导
、助演

6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晚会覆盖面及影响力 比上一年提升

为宁夏的孩子们提供全国的舞台，为
宁夏的外宣搭建全国平台

持续推进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创作、创新青少年优秀文艺精品，丰
富青少年文化生活

逐年扩大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晚会收视率 0.21
观众满意度 ≧90%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事业单位改革补助（宁夏广播电视台本级）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新增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年-2020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167.37
　　　　　　　其中：财政拨款 6146.05
　　　　　　　　　　其他资金 2021.32

绩效目标

通过财政补助6146.05万元，发放在编474人共计岗位工资、薪级工资、艰边津贴、生活
性补贴、工作性津贴共计2676.20万元、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573.62万元，民族团结奖
、文明城市奖、效能考核奖各类政府奖励803.99万元，采暖费、未休年休假补贴353.27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驻村队员生活补助、交通费、艰边津贴及乡镇补贴46.56万元；
发放离休3人及遗属15人工资、采暖费47.15万元，离退休311人政府奖励356.42万元；列
支全额人员共计247人培训费、维修维护费、专用材料、设备购置等经费，电费、水费、
天然气、物业费、办公用房取暖费等公用经费409.92万元，为我台继续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对外宣传宁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承担政府和百姓沟通
桥梁提供经费支持。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工资、社保、政府奖励等在编人
员人数

474人

公用经费保障人数 全额247人

发放离休、遗属工资、采暖费人数 离休3人、遗属15人

发放离退休政府奖励人数 离休3人、退休308人

质量指标

广播播出时长 39228小时

电视播出时长 34481小时45分钟

制作电视节目时长 9155小时18分钟

制作广播节目时长 27387小时

移动客户端点击量 20738.7459万次

微信公众号点击量 6881.8667万次

微博账号点击量 2856.3798万次

网站点击量 1276.4060万次
注册IPTV家庭用户数 130万户
注册IPTV人口数 520万人

时效指标

工资、社保等人员经费及水费、电费
、天然气费、物业费等月度公用支出
经费支出时限

按月支出

预算执行进度 达到财政要求

成本指标
在编人员经费（全额、差额人员） 5332.56万元

离退休及遗属人员经费 403.57万元
全额人员公用经费 409.92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外宣
传宁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

持续提升

承担政府和百姓沟通桥梁的职责 不断改进

宣传报道有声有色影响大，线上线下
全媒体发力有亮点，内容丰富有深度
接地气，继续讲好宁夏故事、唱响宁
夏好声音

不断努力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补助台内基本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
费

维持我台基本运行，继续
服务政府，服务社会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站网民满意
度

不断提高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卫视扶持项目经费（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年-2022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20
　　　　　　　其中：财政拨款 2620
　　　　　　　　　　其他资金 0

绩效目标

1、卫视落地覆盖年度目标：2020年保持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长春太原市共7个城
市、黑龙江省、河北省共2个省区城市覆盖，保持省级卫视全国覆盖人口排名27位；预计产生落
地覆盖成本2000万元。
2、贷款贴息年度目标：对我台1年共计12个月的2项银行贷款实行利息补贴600万元，为基建项
目提供有力帮助，扶持广电事业发展；预计产生贷款贴息成本600万元。
3、卫视培训年度目标：通过“请进来”4次湖南卫视业务骨干和“送出去”8次我台业务骨干26
人每人6天的方式，学习更加前沿的节目制作和先进的频道管理理念，提高整体业务能力和专业
素养、节目质量，靓化宁夏卫视频道形象，进一步提高视频道对外宣传能力，预计我台业务骨
干赴湖南培训产生住宿费2.73万元，交通成本6.5万元，差旅补助3.27万元，讲师课时成本7.5
万元，成本合计20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落地覆盖城市 6个
落地覆盖省区 2个
银行贷款项目数 3项
贷款利息偿还月份数 12个月
卫视培训来宁次数 4次
卫视培训赴湘次数 8次
卫视培训人数 26人
卫视培训人均天数 6天

质量指标

落地覆盖人口排名 27位
落地覆盖入户到达率 90%
贷款贴息使用效益 良好
卫视培训节目策划、编导、摄像、后期制
作、新媒体推广、节目编排、大型节目策
划及实施效果

良好

卫视培训人员覆盖面
以卫视频道为中心，扩展全台
相关人员

时效指标

落地覆盖项目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31日前

贷款贴息时间 上年9月21日至当年9月20日

卫视培训期限 12月15日之前完成全年培训

成本指标

落地覆盖成本 2000万元
贷款贴息成本 600万元
卫视培训住宿费 2.73万元
卫视培训交通费 6.5万元
卫视培训差旅补助费 3.27万元
卫视培训讲师课时费 7.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落地覆盖项目对外宣传宁夏能力 逐年提升
落地覆盖项目宁夏卫视影响力 逐年扩大
贷款贴息保障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缓解
我台发展困境

提供有力支持

卫视培训提升主持人业务素养 获宁夏新闻奖两件

卫视培训提升节目策划、编导、摄像、后
期制作、新媒体推广、节目编排、大型节
目策划及实施等人员的业务能力

获国家级奖项一件、宁夏新闻
奖三件

卫视培训做好本年度全区宣传服务工作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落地覆盖项目提升宁夏形象 长期

落地覆盖项目提升宁夏卫视媒体价值 长期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贷款贴息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纲要，推动和发展宁夏广播电视
产业、事业稳步发展

效果良好

卫视培训提高频道业务能力打造精品节
目，提高收视率

全国排名27

卫视培训扩大影响力
产出更多能获得省部级、国家
级的精品节目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落地覆盖项目宣传宁夏效果满意度 90%以上
落地覆盖项目观众满意度 90%

卫视培训职工满意度
学习先进的技能及理念，职工
的工作能力显著提高



附件3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广电发射基地迁建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0年-2020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
　　　　　　　其中：财政拨款 5000
　　　　　　　　　　其他资金 0

绩效目标

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宁夏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基地迁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宁发改社会审发〔2019〕77 号 ），2020年计划完成发射塔及天馈线系统、塔上机房、调
频电视、节传中心、卫星地球站机房和综合业务用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安排资金0.5亿元。                                    
建设宁夏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基地，符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的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建设
和谐社会、增强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思路，为宁夏自治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西
部大开发战略目标以及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为今后做大、做强
广播电视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标1：建设工程管理费完成20%，预计支出51万元；完成监理费20%，预计支出84万元；完成施
工图预算编制、图纸审查80%，预计支出104万元；完成各专业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80%，预计支
出1131万元；完成人防建设90%，预计支出12万元；完成施工临时设施80%，预计支出40万元；
高可靠性供电费完成90%，预计支出83万元。                                                                        
目标2：完成土建工程中技术用房的30%，预计支出392万元；完成土建工程中的办公用房、宿舍
、地基处理的20%，预计支出148万元；完成机电设备安装工程20%，预计支出373万元；完成围
墙施工30%，预计支出22万元；完成场区及室外工程（除围墙外）20%，预计支出153万元；完成
铁塔工程25%，预计支出2031万元；完成工艺工程（除铁塔工程外）20%，预计支出376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计数量
3个（建安设计、塔桅设计、天馈线
设计）

施工工程数量
4个（土建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施工、场区及室外工程施工、
工艺工程施工）

图纸审查数量 1份
施工图预算编制数量 1份

专线高压供电线路敷设数量 1个（1类负荷专线）

建设数量 2个（人防建设、临时设施建设）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施工图审核合格率 100%
工程施工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施工图设计进度 按时完成
施工进度 达到工程要求

成本指标

建安设计、塔桅设计、天馈线设计
、图纸审查、施工图预算编制成本

1318万元

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场
区及室外工程、工艺工程施工成本

3496万元

人防建设及临时设施建设成本 51万元
监理及建设单位管理成本 13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减少周边群众投诉，尽早完成原址
搬迁，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尽可能快的完成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传播党的方针
政策

良好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促进社会的发展、提升广播电视公
共服务水平

可持续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附件2

2020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文艺晚会项目经费（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额）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年-2022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87
　　　　　　　其中：财政拨款 207
　　　　　　　　　　其他资金 380

绩效目标

1、2020年春节晚会年度目标：制作出1台节目数量大于等于20个，参与人数大于等于500人的春
节晚会，播出次数达8次以上，预计舞台、灯光设计制作、大屏租赁费成本91.5万元，LED视频
、三维动画制作费成本35万元，作词作曲编曲、MD制作乐队、录音、混缩成本53.5万元，成本
合计180万元。
2、2020年新年音乐会年度目标：制作出一台参与活动人次大于等于180人、现场观众出席率大
于等于99次的新年音乐会，保证台各频道、频率连续2个月滚动播出宣传片，每天不少于10次，
台外各媒体、大V平台连续宣传2个月，频道转播次数7次以上，预计乐团演出成本（60人）25万
元，视频制作成本2万元，成本合计27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春节晚会台数 1台
春节晚会播出次数 ≥8次
春节晚会节目数量 ≥20个
春节晚会参与人数 ≥500人

新年音乐会媒体宣传次数

台各频道、频率连续2个月
滚动播出宣传片，每天不
少于10次；台外各媒体、
大V平台连续宣传2个月

新年音乐会现场观众出席率 ≥99
新年音乐会参与活动人次 ≥180人
新年音乐会频道转播次数 ≥7次

质量指标

春节晚会现场观众出席率 99%
春节晚会质量 良好
新年音乐会舞美灯光制作效果 优
新年音乐会视听效果 优
新年音乐会演员专业素质 优

时效指标

春节晚会完成时限 2020年2月
春节晚会时长 ≥3小时
新年音乐会筹备运转期 ≥90天
新年音乐会直播时长 ≥150分钟

成本指标

春节晚会舞台、灯光设计制作、大屏租赁
费

91.5万元

春节晚会LED视频、三维动画制作费 35万元

春节晚会音乐制作费（作词作曲编曲、MD
制作乐队、录音、混缩）

53.5万元

新年音乐会乐团演出费（60人） 25万元
新年音乐会视频制作费 2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春节晚会丰富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
春节晚会覆盖面、影响力 有所提升

新年音乐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
高人民群众艺术素养

不断提高

新年音乐会在艺术质量、 人文关切、精
神深度上取得良好效果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春节晚会提升宁夏的媒体传播力 逐年提升
新年音乐会体现城市的文化和精神面貌，
展现良好的人文环境

持续上升



绩效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春节晚会收视观众满意度 有所提升

新年音乐会现场观众满意度 ≥96%

新年音乐会电视观众满意度 ≥92%

新年音乐会广播听众满意度 ≥88%

新年音乐会网络直播观众满意度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