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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文源讲坛作为我单位品牌性讲座，至今已走过 21年的历程，举办讲座两千余场，服务读者 200

余万人次，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管理制度。本次专项，拟开展“游山西读历史”主题活动，立足山西省图书馆在公

共文化宣传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巨大优势，顺应我省推动转型发展、加快文旅融合发展的大势，通过挖掘

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不断揭开山西历史发展的高光时刻，激发三晋儿女在新时代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奋进

热情。拟采取“线上”+“线下”形式，将“游山西读历史”文源讲坛走基层讲课视频在山西省图书馆官网、山

西公共文化云平台、以及山西省图书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立项依据：根据《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方案》，为进一步发挥山西省图书馆在山西公共文化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更好提升本省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特申请本专项资金。

设立的必要性：“游山西读历史”主题活动项目为群众文化服务品牌之一。为进一步发挥山西省图书馆在山

西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好提升本省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特申请本专项资金。

保证项目实施的措施与制度：依据《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方案》，严格把控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资金，

确保专项专用。 该专项资金交由我单位相关主管部门使用，专用于开展“游山西读历史”文源讲坛活动，该活

动受我单位内部审计全程监督。

项目实施计划：1.创新活动形式，推动“线上”+“线下”全面协同。 2.调动相关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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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吸引省内外专家学者来宣传诠释我省的优秀文旅资源、深厚的人文历史和迷人的自然风光，

吸引人们走进山西了解山西、热爱山西。 3.以“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随着

疫情形势变化。灵活调整项目的宣传示范，扩大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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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 行次
年度总金额

(万元)

财政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小计 中央级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年初预算资金 (1) 15 15 15

全年预算资金 (2) 15 15 15

实际到位资金 (3) 15 15 15

全年执行资金 (4) 15 15 15

资金结余 (5)=(3)-(4) 0 0 0 0 0 0 0 0

预算到位率 (6)=(3)/(2) 100 100 0 100 0 0 0 0

预算执行率(%) (7)=(4)/(2) 100 100 0 100 0 0 0 0

（三）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实施期绩效目标

1.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文源讲坛的形式进行多元化扩展，将更多更优质的节目推广给广大

群众。

2.吸引相关从业群体及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参与，做大做强“游山西读历史”项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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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2）. 项目年度目标

1.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文源讲坛的形式进行多元化扩展，将更多更优质的节目推广给广大

群众。2.吸引相关从业群体及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参与，做大做强“游山西读历史”项目的影响力。3.加强“引进来”+“走

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二、项目绩效情况

综合考虑预算执行情况、产出、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各方面因素，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最终评分结果：

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文源讲坛）项目绩效自评价结果为:总得分 98.88分，属于"优秀"。

（一）预算执行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100.00% 10



5

（二）项目产出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数量指标

讲座次数 11.25 30 38 场 11.25

巡展次数 11.25 10 11 场 11.25

下基层宣讲

次数
11.25 5 54 次 11.25

质量指标
讲座老师职

称水平
11.25

副高级及

以上
100% 11.25

时效指标

每场讲座时

长（小时）
11.25 2 2 小时 11.25

项目开展时

间
11.25

2021 年全

年

2021 年全

年
11.25

（三）项目效益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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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扩大文源讲

坛品牌效应
11.25 持续扩大 90%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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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满意度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
11.25 95 100%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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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分析

1.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共举办“培训讲座”“展览展示”“志愿研学”三大类活动 140场（线上 33场、线下 107场），累计

服务 25.93万人次（线上服务 21.03人次、线下服务 4.90万人次）。按照年初制定的 100场数量指标，超

额完成 40%。项目规划合理，预算全部执行完毕。

2. 产出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产出情况优秀。下基层宣讲次数超额完成，较年初设定值有所偏差，原因是年初设定目标值时

考虑到疫情因素，设定偏保守。项目实施后期，疫情缓解，外出下基层数量增多。且恰逢建党 100周年，

各基层单位文化活动需求较多。

3. 效益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效益情况优秀。文源讲坛品牌效益持续扩大。

4. 满意度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满意度情况优秀。现场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36份，其中认为老师专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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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很强的占比 100%；认为老师表达能力强，能够深入浅出予以讲解的占比 97%；认为讲座达到预期，并

评分为 5分（满分）的占比 88%，4分的占比 12%；认为老师讲述方式灵活有趣的占比 67%；认为讲座互

动性很强的占比 64%。群众满意度达标。

四、项目主要经验做法

活动内容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精心组织、上下联动、全民参与，包括“培训讲座”“展览展示”

以及“志愿研学”三大板块。活动形式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对接方式，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全民参与、

成果的全民共享。

五、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已按照项目要求以及实施方案完成全部场次，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项目经费不足，宣传力

度还不够；一些省级名师认为时间成本太高，师资费有限，下乡意愿不强烈；项目的激励机制还不够，需要给与一

定的表彰或奖励；因公共图书馆机构改革，一些图书馆合并入中心，无独立建制，联络较为困难等。

六、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措施及建议

文源讲坛将继续发挥好省级公共图书馆文化品牌优势，坚持品牌引领，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读者阅读诉求与阅读习惯的升级，阅读推广服务方式的变革，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切实将满足人民群众

多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放在首位，不断提升我馆阅读推广服务的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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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完成率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100.00% 100.00% 1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讲座次数 11.25 30 38 场 126.67% 11.25
讲座次数超额完成年初

设定，含线上讲座。

下基层宣讲次数 11.25 5 54 次 1080.00% 11.25

偏离原因：年初设定目

标值时考虑到疫情因

素，设定偏保守。项目

实施后期，疫情缓解，

外出下基层数量增多。

且恰逢建党 100 周年，

各基层单位文化活动需

求较多。

巡展次数 11.25 10 11 场 110.00% 11.25

巡展次数超额完成年初

设定，原因在于邀请单

位数量多，我单位尽量

满足了他们的布展需



求。

质量指标
讲座老师职称水

平
11.25

副高级及

以上
100% 100% 1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开展时间 11.25
2021 年全

年
2021 年全年 100.00% 11.25 无偏差

每场讲座时长

（小时）
11.25 2 2 小时 100.00% 11.25 无偏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扩大文源讲坛品

牌效应
11.25 持续扩大 90% 90% 10.13 无偏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1.25 95 100% 105.26% 11.25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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