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文化惠民活动经费 文化惠民活动 文艺演出200场次；公共文化讲座51次；报刊发行量
61800册；公益电影放映300场；引进高雅艺术演出情
况上座率85%以上；民艺术普及及公益培训26000人次
以上。

文化人才培训 参与培训人数 300人以上

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举措 传统节庆文化活动4次；古籍保护3万多页；公益文化
活动举办35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遗保护 发放市传承人补贴144人；惠民演出670场；非遗传习
传播活动举办讲座3-5个、展览2-3个、活动不少于15
次。。

文化文物资产购置 中外文图书册数；征集
珍贵文物件数；画家作
品收藏幅数。

购置外文图书10万余册、征订中外文报刊1900份左
右；征集珍贵文物10件以上；画家作品收藏6-8幅作品
。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管理 增加使用正版化软件单
位数；公益性活动场
次；对广播电视安全播
出率；市应急广播信息
覆盖范围（江阴、宜
兴）

增加使用正版化软件单位10家；公益性活动100场次；
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率100%；市应急广播信息覆盖范
围100%

扫黄打非专项经费 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40件

展览活动 美术展览个数、参观人
数；博物院展览个数；
名人故居专题展览次数

美术展览20个、参观人数不少于2万人次；博物院展览
5个；名人故居专题展览不少余10个、参观人数4万人
。

免费开放日常维护 图书馆、博物院日常维
护改造项目

6个

文物开放日常维护 文物保护维修 完成东林书院绿化整治面积约7000平方米；完成薛福
成故居景观绿化工程整治面积约11075平方米

智慧文化建设 整合文化单位服务平台 整合文化单位服务平台100家。

无锡市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70个左右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应急广播完成率、对广
播收听率、无锡电视晚
间黄金时段收视率

100%、预计达到85%、40%以上

惠山古镇申遗专项资金 惠山古镇申遗项目启动 对惠山古镇申遗项目启动申遗文本设计编制；启动惠
山古镇保护管理规划设计编制；启动惠山古镇遗产监
测系统方案设计和建设。

“激情周末”广场文艺
展演出

激情周末广场文艺演出
场次

200场、10万观众

明细
项目

目标值

2019年度无锡市政府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公开表

二级专项名
称

目标
类别

明细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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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
二级专项名

称
目标
类别

明细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编印讲座专刊 2期

全年讲座场次 15场

东林国学讲堂期数 6期

听讲人次 1000人次

美育系列讲座 公益讲座 公共文化讲座6次，现场听众不少于1000人次

主题讲座举办期数 2期

读书沙龙开展次数 50次

“好读书钱钟书故居励
志行”活动接待人次

3万人次

流动小剧场举办次数 10次

流动故事会举办次数 3次

锡博讲坛 公共文化讲座场次 公共文化讲座15次

书香城市创建
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情
况

评选“书香机关”3家、“书香校园”5所、“书香企
业”4家。

《太湖》杂志文化惠民
送基层

太湖杂志办刊费 免费发放27000册

主题展览 20场

公益特色读者活动 40场

编印《锡图风》等宣传
册页

12期

古韵书香活动听讲人数 2000人次

古韵书香活动举办场次 20场

《书画艺术》办刊 杂志报刊发行量 34800册

千场电影城乡行 公益电影放映场数 300场以上

引进文体演出情况场次 5场

引进文体演出情况上座
率

上座率85%

星级示范农家书屋奖励
率

100%

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
更新及配送量（本）

图书11万元，电脑16台。

参加培训人员对培训课
程的满意率

1500班次30000人次

明细
项目

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东林书院“古韵书香”
主题活动

农家书屋

东林文化讲坛

东林国学讲堂

高雅艺术引进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

绳武堂公益宣传活动

名人故事会堂

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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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
二级专项名

称
目标
类别

明细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全民艺术普及及公益培
训人次

1500班次30000人次

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与
需求调查

社会满意度 98%

西水当代艺术中心办展 20

西水公益讲堂开讲数量 不少于8讲

西水公益剧场出票量 不少于3000张

第三十届苏锡常通群众
文化信息交流暨理论研

开展理论调查研究 在苏锡常通征集论文40篇以上、争取入选不少于10篇

第二届无锡市“文华奖•
艺术展演月”

艺术作品演出获奖数量
（件）

评选出8个优秀剧目展演、文华美术（书法）奖8个。

扶持特色文化团队
三星级团队200支、四星级团队250支、五星级团队50
支、重点资助团队3支。

满意率（%） 100%

文化人才培训 参与培训人数 300人以上

传统节庆文化演示传承
活动

文化遗产保护举措
传统节庆文化活动4次；古籍保护3万多页；公益文化
活动举办35次

古文献影印再版 一部

订购《无锡地区民国地
方报纸数据库》（第五

6种21000页左右

古籍修复、文献复制
古籍修复不少于3500页、古籍扫描、装订不少于30000
页

宣传片验收效果 满意

宣传片播放量 16000次

公益文化服务及宣传 文化遗产保护举措 公益文化活动举办35次

非遗项目保护及传承人
补贴

数字化抢救、发放市级
非遗传承人补助

扶持数字抢救2个项目，发放市级非遗传承人补助144
人

惠民演出 670场

惠民演出观众 5万人以上

非遗讲座 3-5个

非遗展览 2-3个

非遗进校园 不少于5所

开展各级各类非遗传播
传习活动

不少于15次

扶持非遗项目
非遗项目带徒传艺5人，收集非遗优秀作品25件，举办
非遗成果汇报展演1场。

满意率（%） 95%以上

明细
项目

优秀群众特色文化团队
小额扶持补助

古籍保护专项资金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带徒
补贴

东林书院宣传片拍摄

非遗戏曲类保护及惠民
演出补贴

非遗传习传播活动

 惠民艺术活动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

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

3



目标值
二级专项名

称
目标
类别

明细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中外文图书 100000册

数据库资源 10种

中外文报刊 1900份

电子图书 50000册

文物征集费 文化文物资产购置 征集珍贵文物10件

美术作品收藏 画家作品收藏幅数
收藏入选国家级画展或国家、省、市级获奖的优秀作
品共6-8幅

登记一般作品 6000件

增加使用正版化软件单
位

完成10家软件正版化单位

实体书店 公益性活动场次 评定最美阅读空间8个以上，公益性读书活动100场。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管 对广播电视安全播率 安全播出节目数/播出节目数*100%

无锡市应急广播平台建
设

应急广播完成率 应急广播完成100%

扫黄打非专项经费 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40件

无锡美术馆展览项目 展览观摩
2019年全年展览不少于20个，到馆观摩观众不少于2万
人次

博物院展览交流 博物院展览个数 博物院展览5个

名人故居举办展览次数 10次

名人故居展览参观人数 4万人次

图书馆特藏馆建设
方志、民国文献特藏馆
建设(一期)

年内完成

博物院提升改造费 免费开放提升项目改造 3个

环境风貌整治面积 7000平方米

水体治理面积 2200平方米

水质改善率 大于45%

水生植物盖度 大于55%

文物保养清理面积 2000平方米

水质达标 C类

薛福成故居西花园和后
花园日常维护保养工程

建筑保养和环境风貌整
治面积

1.建筑保养面积2000平方米，2.环境风貌整治面积面
积11075平方米

明细
项目

购书经费

名人故居专题展览

东林书院日常维护保养
专项经费

版权保护

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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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值
二级专项名

称
目标
类别

明细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无锡市文化设施布局规
划编制

文化设施布局规划文本 100%

“文化无锡”智慧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项
目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微
平台整合

100家

文广新局官方微博、微
信“双微”平台项目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微
平台阅读量

每天阅读量稳定在1000左右

分馆 1家

城区总分馆体系图书流
转、网络借阅投递

全年

城区总分馆体系系统升
级、维护等

年内完成

无锡市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70个左右

应急广播项目 应急广播完成率 100%

广播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对广播收听率 预计达到85%

电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无锡电视晚间黄金时段
收视率

40%以上

惠山古镇申遗专项资金 惠山古镇申遗项目启动
对惠山古镇申遗项目启动申遗文本设计编制；启动惠
山古镇保护管理规划设计编制；启动惠山古镇遗产监
测系统方案设计和建设。

启动修复市直单位管理
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10组

获修复工程补助区级管
理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5组

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存状况

明显改善

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和展
示利用水平

进一步提升

文物安全工作 有效落实

明细
项目

文物保护修复
专项资金

明细
项目

文物保护专项

图书馆总分馆信息系统
运维费

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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