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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财绩发〔2019〕9号

年局18 •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

为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西双版纳

州财政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西双版纳中静会计师事务所为本

次绩效再评价中介服务机构，委托中介机构对中共西双版纳州

委宣传部 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进行

绩效再评价。绩效再评价工作得到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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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绩效再评价小组制定了中共西双版

纳州委宣传部 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

支出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贵单位报送的信息资料和中介

机构实地核查情况，形成了《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 2018年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支出绩效再评价报告》。

现将绩效再评价结果通报如下：

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

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西双版纳州委、西双版纳州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从 1992

年创办的中老缅泰柬越六国边境地区文化艺术节发展而来，至

今已连续举办 25年，2011年起改为现名。该节目以亲诚惠容、

合作共赢为主题，旨在向世界展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特色

文化元素、多元艺术风格和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精

神风貌，从而促进流域各国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及文化共同繁荣

发展。近年来，艺术节更加注重开放性和国际化发展，从 2016

年起，除中老缅泰柬越六国艺术团外，还吸引了孟加拉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加拿大、法国等 18个国家

的艺术家和民间艺术团体参加演出。2017年 9月，在原文化部

主办的澜沧江•湄公河文化论坛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

化艺术节”被纳入原文化部澜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该项目投入 570万元，其中：州本级财政资金 3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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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宣传部补助资金 100万元，云南省文化厅补助资金 100

万元，勐海雨林古茶坊捐赠 30万元。项目于 2018年 12月开始，

于 2019年 1月完成。

（二）任务完成情况

为顺利推进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 2018年澜沧江•湄公

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根据《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办公室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第八届）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工作方案>的通知》（西办通

〔2018〕47号）文件要求，西双版纳州委、州人民政府专门成

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组委会（下设组委会办公

室和若干工作组）；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州委宣传部，下

设综合协调组、文艺活动工作组、嘉宾邀请和接待工作组、安

全保卫工作组、卫生防疫工作组等 18个工作组；项目实施主体

为州委宣传部，全面负责系列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若干工作

组分头负责艺术节各项活动的组织和落实。

截止 2019年 1月 31日， 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

文化艺术节 6个活动已完成，项目完成情况良好。具体完成情

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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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项目 建设内容 完成情况

1 委托服务

澜湄流域国家文

化艺术节开幕文

艺晚会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双版纳州、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共同负责总体

策划和组织实施。由澜湄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彰显文化特色的精品

节目及我省优秀节目组合而成。引进

国家级团队打造开幕文艺晚会,以“一

江清水澜湄情”为晩会命名,“ー江水、

一家亲、一路行”为主要内容,突出澜湄

流域文化元素,汇聚澜湄流域国家艺术

精品,展示“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已完成

2 委托服务

澜湄流域暨“一

带一路”沿线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

展演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对外文

化集团公司负责总体策划和组织实施,

精选澜湄之夜音乐会和交响乐会两场

精品演出在开幕式舞台上演。

已完成

3 委托服务

第七届“一条大

河”西双版纳国

际影像展

由西双版纳州和云南省摄影家协会负

责筹办,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遵循

“以水破题,文化策略,人文关注”理念,

在澜沧江·湄公河畔建立一个影像实验

空间,展出 70余位南亚东南亚国家及

国内著名摄影师作品 1800余幅。展览

期间举办学术交流会和研讨会,与缅

甸、泰国、韩国影像艺术机构签订交

流合作协议。

已完成

4 委托服务

第二届西双版纳

国际美术展

由西双版纳州、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

艺术委员会、云南省美术家协会负责

筹办。美术展以澜湄域国家的画家作

品为主,同时展出部分亚洲、欧洲、美

洲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优秀画家

的作品,重点展出中国版画家艺术工作

室(国际)联盟成员的版画作。展览期间

组织召开研讨会、交流会和培训会,推

动文化艺术交流互鉴。

已完成

5 单位筹办

第二届澜湄流域

国家文化遗产保

护与推广研讨会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城投集

团、云南南兰章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主导和具体筹办,通过澜湄合作

的不断深化,将举办范围扩大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区域内在文化遗

产领域具有权威性、国际性的专业论

坛。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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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位筹办

首届澜沧江文学

论坛

由西双版纳州、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江文艺

出版社共同筹办,邀请一批全国著名文

学评论家和诗人对著名诗人雷平阳的

作品进行研讨,并出版一部作品研究

集。

已完成

（三）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由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进行管理，实行专

账管理、专款专用，严格审批项目资金支出，未出现截留、挤

占和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截止 2019年 1月 31日，到位资金 570万元，已支出项目

资金 570万元，主要用于开幕晚会和音乐会承办、国际影像展“一

条大河”摄影媒体邀请展、“同饮一江水”西双版纳国际美术展、

外宾邀请接待和筹委会办公经费等方面。

（四）绩效情况

截止 2019年 1月，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

术节项目已完成，项目完成情况良好。

通过项目的实施，扩大项目的受众程度，提升西双版纳州

的知名度，进一步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积极发挥文化纽带作

用，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文化发展，促进流域国家政治、

经济、社会、人文的合作，向世界展示流域各国特色文化元素

和多元艺术风格。落实了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和《西双版纳州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对艺术节的要求，有助于

传承发扬民族特色文化；逐步加深项目的社会影响力，为西双



- 6 -

版纳州长期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该项目群

众满意度为 99%。

（五）绩效再评价结论

州委宣传部 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

目已完成，项目立项与国家政策、州政府发展规划相符，项目

管理较为规范，财务管理相对规范；实施内容与目标一致，基

本达到预期任务目标。但在项目资金到位率、项目活动承办、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活动好评率、本地演员参演率方面还需

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绩效再评价得分为 95.40分，评价等级为

“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目标不够细化

项目绩效目标未进行细化分解，未形成清晰、量化可考核

的指标，不能全面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与效果。州委宣传

部开展项目申报和绩效自评时，未充分对项目的产出和效益进

行细化，依旧沿用上年度设定的绩效指标。

（二）未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及

核算执行国家财经法规、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相关会计准则

的规定，资金管理情况较为良好，但州委宣传部未结合项目实

际情况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管理做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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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管理有待加强

1.项目预算管理不严谨。活动内容发生变化，项目工作方案

计划实施 6个活动，实际完成 10个活动，由于年初未做新增活

动的预算，需要调增项目支出进行预算调整。

2.采购审批不严格。州委宣传部对国际影像展和国际美术展

询价采购审批不严格，其中：2018年（第七届）国际影像展采

用询价方式采购服务，报价的三家单位分别为云南景兰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景兰嘉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西双版纳

盛傣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标单位为云南景兰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合同金额 29.6万元，云南景兰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与其他两家公司互为关联方关系。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国家文化艺术节西双版纳国际美术展采用询价方式采购服务，

报价的三家单位分别为云南河洛星辰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云南园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云南文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中标单位为云南文达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合同金额 40万元，三

家公司均存在同一股东：祝巍。

3.演出活动出现失误影响晚会的整体效果。开幕文艺晚会

《一江清水澜湄情》中，歌手徐千雅演唱歌曲《让我听懂你的

语言》时发生失误，使开幕晚会的整体效果受到影响，致使晚

会未达在云南卫视正常播出的标准。

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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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强化绩效意识

建议部门加强绩效管理工作，一是加强部门绩效管理和培

训，强化项目部门的绩效意识，做好部门内部的绩效工作协调

配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结合部门职责职能和项目计划，

将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并形成清晰、量化可考核的指标。

（二）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

建议部门结合相关财经规定和项目实际情况，必要时可参

考其他部门同类项目的经验做法，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及核算做出详细规定，加强对专项资金的

管控。

（三）加强项目管理

建议部门加强项目管理，强化业务能力。一是加强项目预

算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结合上年

度项目实施情况，全面考虑项目变化因素，做好年初项目预算

工作；二是规范采购程序，严格按照政府服务采购规定执行，

严控报价单位资格审核；三是强化活动管理，明确人员责任，

做好活动节目审核和彩排工作，最大程度减少节目失误率。

四、整改

按照《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监察局关于加强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意见》（西财评字〔2011〕17号）“建

立绩效再评价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的精神，现将“中共西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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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州委宣传部 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

绩效再评价结果通知书”（见附件 1）送达你们，请按绩效再评

价结果通知书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并于收到文件之日起 2个

月内，将整改结果以“整改结果报告书”（见附件 2）一式两份报

送州财政局。

附件：1.西双版纳州财政支出项目绩效再评价结果通知书

（只发州级主管部门）

2.西双版纳州财政支出项目绩效再评价整改结果报

告书（只发州级主管部门）

3.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宣传部2018年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国家文化艺术节项目支出绩效再评价报告（只发

州级主管部门和各级财政部门）

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2019年 11月 22日

（联系人：蒋海雁 联系电话：213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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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委办，州人大办，州政府办，州政协办，州纪委办，省财政

厅预算局绩效管理处，各县市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2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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