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文学、书法、美术辅导和培训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为了培养和发现文艺新人，提高文艺创作水平。拟定于2021年度的内举办三个艺术门类的文艺培训活
动3次。该项目可为我市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提供稳固和持续的人才支撑。确保培训质量，努力做
到培训效果使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和学员满意。根据测算，共需要资金约3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文学、书法、美术辅导和培训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了培养和发现文艺新人，提高文艺创作水平，为文艺事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3万元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3次美术作品辅导和培训 3.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85

质量指标
师资为本地最高水平，确保完
成质量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效益好，长期可持续 85

社会效益指标 为文艺事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文学与书画采风活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为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绵阳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同时，积累丰富素
材，促进精品力作创作。拟定于2021年度举办三个艺术门类通过采风活动4次。该项目能够持续为经
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为我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发掘出源源不绝的创作源泉。我院将
确保达到采风活动的目的，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和参与者满意。根据测算，共需
要资金约5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文学与书画采风活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动。确保参与人员创作水平高；采风活动主题
鲜明；采风对象具有典型性，以此保证活动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5万元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25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进行4次文艺采风活动 4.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质量指标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综合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创作活
动。确保参与人员创作水平高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长期可持续

90

社会效益指标
围绕市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采
风活动，宣传典型事件和人
物。社会效益佳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编辑出版优秀文学书法美术作品集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为了汇集和留存我市文艺精品力作。拟定于2021年编辑出版书法和美术优秀作品集1部。该项目能够
为我是文艺事业发展留下可资借鉴和学习的精品力作，为文艺事业发展持续积累成果和范本。我院将
确保文集质量和水准。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和作者满意。根据测算，共需要资金
约2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编辑出版优秀文学书法美术作品集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了汇集和留存我市文艺精品力作。该项目能够为我是文艺事业发展留下可资借鉴和学习的精品力作，为
文艺事业发展持续积累成果和范本。我院将确保文集质量和水准。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
士和作者满意。文艺精品汇集、传承，提供学习范本，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2万元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1部作品集 1.00套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质量指标
精心遴选力作，确保编辑、设
计、印刷质量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艺精品汇集、传承，提供学
习范本，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
展

85

社会效益指标
汇集和展示阶段性艺术创作成
果，留下可资借鉴和学习的精
品力作

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书画美术作品展览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以艺术主题展览形式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检阅创作队伍，激发创作热情。为了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以文艺作品展览的形式集中反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现文艺创作成果。拟定于2021年度
开展书法、美术作品展览2次。该项目能够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市民荣誉感，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持续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展现我市强劲的文化软实力。我院将确保高质量办活动。努
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作者、市民满意。根据测算，共需要资金约2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书画美术作品展览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该项目能够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市民荣誉感，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持续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同时展现我市强劲的文化软实力。我院将确保高质量办活动。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
作者、市民满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2万元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2次作品展览 2.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质量指标
精心组织作品、策划、实施展
览，确保展览质量和效果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氛围，为
文艺事业发展激发热情

90

社会效益指标
以艺术主题展览形式展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激发创作
热情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书法美术作品收藏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27,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积累艺术精华、积累艺术财富，为了收藏书法、美术为主的艺术精品，积累和传承艺术精华。拟定于
2021年度收藏书法美术类艺术精品20副。该项目有利于积累艺术财富，保证国有文化资产持续保值
增值。我院将组织专业团队认真遴选作品，确保质量和价值。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
士、作者满意。经测算共计需要资金2.7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书法美术作品收藏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积累艺术精华、积累艺术财富，为了收藏书法、美术为主的艺术精品，积累和传承艺术精华。该项目有利
于积累艺术财富，保证国有文化资产持续保值增值。我院将组织专业团队认真遴选作品，确保质量和价
值。努力做到各级文艺主管单位、文艺界人士、作者满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2.7万元
数量：20.00,单位：套,单价：1350.00,金额：
27000.00

数量指标 力求当年度收藏作品达到20幅 20.00套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质量指标
公开遴选和收藏名家名作，确
保作品质量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利于文艺精品传承，并保证
国有文化资产保值

85

社会效益指标 积累艺术精华、积累艺术财富 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文学和书画艺术研究院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剑南文学》杂志办刊补助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70111 科目名称： 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文学与书画艺术研究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龚晓斌 联系电话： 18608143361

项目概况

办好<剑南文学>杂志是我市文艺事业持续发重要工作，为办好剑南文学提供一定的资金保证，确保
杂志能够按时按质出版发行。剑南文学是省内地市州汉族地区唯一的公开发行期刊，是绵阳宝贵的文
艺资源，该项目绵阳各级领导希冀和广大文学爱好者、读者的愿望，是我市文艺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
工作。我院将认真落实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确保办刊质量。努力做到各级主管部门、文艺界、作
者、广大读者满意。经测算总共需要资金15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剑南文学》杂志办刊补助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剑南文学是省内地市州汉族地区唯一的公开发行期刊，是绵阳宝贵的文艺资源，办好《剑南文学》绵阳各
级领导希冀和广大文学爱好者、读者的愿望，是我市文艺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社会效益显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15万元
数量：6.00,单位：批,单价：25000.00,金额：
150000.00

数量指标 共出版6期 6.00批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

质量指标
多举多措，不断提升办刊质
量。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可持续 90

社会效益指标
剑南文学是省内地市州汉族地
区唯一的公开发行期刊，是绵
阳宝贵的文艺资源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