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六盘山电视调频转

播台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 66 36 10 54.55% 5.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6 66 36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含本级和市县)项目金额66万，项目内容是支付维修

维护费及电费，目的是改善我台基础转播设施条件，维持我台调频广播

、电视、MMDS项目，保障无线数字化工程正常运行，做到各频率频道台
内、台外停播率均为0分0秒/百小时。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完成年初设定目标，改

善了我台基础转播设施条件，维持了我台调频广播、

电视、MMDS项目，保障无线数字化工程正常运行，做
到各频率频道台内、台外停播率均为0分0秒/百小时。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维修维护费 12个月 12个月 5 5

 指标2：电费 12个月 12个月 5 5

质量指标  指标1：维护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维护工程竣工验收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1：维修维护费年支出 25.2万 20.07万 5 4
原定用此笔剩余资金支付

我台塔基护坡加固工程，

但由于受疫情影响，塔基
滑坡现场勘探及招投标等

流程进展缓慢，未按时进

行，故将30万结转。下一

步将提早做出资金支出计
划，按计划加快支出进

度，避免资金结转。
 指标1：电费年支出 40.8万 15.93万 5 2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及时传播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及

各类信息，服务广大回汉群众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20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保证广播电视信号正常转播，

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
长期 长期 20 2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听众、观众满意度 98% 98% 20 20

总 　　　 分 100 96



附件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上山公路维护费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六盘山电视调

频转播台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65 5.65 5.6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65 5.65 5.65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

         其他资金 0 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宁夏广播电视台六盘山电视调频转播台关于上山公路维护费专
项经费文件依据的说明》 实施上山公路维护费项目，项目金额5.65万

元，本年内容包括：维护自有上山公路，保障我台上下班通畅及员工

人身安全。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完成安全播出任务。预期达到的效

果和效益是完成安全播出任务，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

完成本年度设定目标，上山公路平整度提高，确保

了全年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完成了年度播出任务。
保障了我台职工上下班人身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购买砂石数量 175立方米 175立方米 2.5 2.5

 指标2：维修维护次数 5次 5次 2.5 2.5

 指标3：租赁挖机次数 5次 5次 2.5 2.5

 指标4：租赁铲车次数 5次 5次 2.5 2.5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工程验收时间 2021年底
年底全部按

时验收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1：购买砂石费用 2.45万 2.45万 2.5 2.5

 指标2：租赁挖机费用 1.2万 1.2万 2.5 2.5

 指标3：租赁铲车费用 1万 1万 2.5 2.5

 指标4：维修维护人工费 1万 1万 2.5 2.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提供良好履职基础，服务社会

发展能力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20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保障广播电视正常播出，服务

广大群众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20 2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听众、观众满意度 98% 98% 10 10

 指标1：职工满意度 98% 98% 10 10

总 　　　 分 100 100



附件6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户户通、村村通和6个MMDS转发站运行维护费及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结转）

主管部门 宁夏广播电视台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六盘山电视调频

转播台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2.5 42.5 42.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 0 0 — —

上年结转资金 42.5 42.5 42.5 — —

         其他资金 0 0 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含本级和市县)项目金额42.5万，项目内容是支付维

修维护费及电费，目的是改善我台基础转播设施条件，维持我台调频广

播、电视MMDS项目，保障无线数字化工程正常运行，做到各频率频道台
内、台外停播率均为0分0秒/百小时。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完成了年初设定目

标，改善了我台基础转播设施条件，维持了我台调

频广播、电视、MMDS项目，保障无线数字化工程正

常运行，做到各频率频道台内、台外停播率均为0分
0秒/百小时。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维修维护费 1年 1年 10 10

质量指标  指标1：维护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维护工程竣工验收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1：维修维护费年支出 42.5万 42.5万 10 1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及时传播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及

各类信息，服务广大回汉群众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20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保证广播电视信号正常转播，

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
长期 长期 20 2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听众、观众满意度 98% 98% 20 20

总 　　　 分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