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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8年度文物保护修复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

拥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432 处（市区 236 处、江阴 99 处、宜

兴 97 处）。其中市区共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18 处（31 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46 处（114 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72 处（174

组），另有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即市控）单位 117 处。从保存现状

看，除国保单位保存相对较好外，约 1/3 的省保、1/2 的市保、以

及大量控保单位，已相当破旧，保存状况堪忧，急需抢修或全面

修缮。 

文保单位的完好保存和合理利用，对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底

蕴，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提升城市幸福指数

都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根据市领导加强我市历史文化保护的

指示精神，市财政局、市文广新局对全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现状

进行了摸底清查，针对大量文物保护单位急需抢救性修缮的现状，

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修复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一轮文物保护单位修

复工程，对市区范围内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遗迹控制保

护单位全面实施修缮保护。根据文物破损程度、文物保护价值情

况，分年度分批组织抢救性修复，急修项目两年内完成，待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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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三年完成。利用 3 年时间，完成尤文简公祠、龙光塔等 100 多

处急修、待修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提高展示利用水平。 

该项目为一次性跨年度项目，项目计划三年，从 2018 年至

2020 年。项目经费按照事权支出责任，市、区两级政府分别承担

管理辖区内文物修复资金，市直文保单位修复资金由市级财政承

担。同时，市级财政对区级实施的市级以上文保修复工程，按市

对区民生保障承担比例实行分档补助（市级补助比例为：梁溪区

50%、滨湖区 30%；新吴区、锡山区、惠山区 0），引导各区加大

文保投入。市级专项资金总量预算为 7700 万元，2018 年财政预

算安排资金 1600 万元。 

（二）项目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6〕17 号）：“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

存状况良好，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明显改善，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苏政发

〔2016〕124 号）：“开展全省文物保护单位险情调查，对濒临倒

塌、损毁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时开展抢救

保护工作，在资金安排上予以保障和倾斜。”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文物保护工作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的通知》（锡政办发〔2018〕1 号）：“实施文

物保护单位全面修缮保护展示工程”“根据市和市（县）、区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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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安排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的专项修复资金，承

担各自所管文物的修缮。”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

历史见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提升市民素质、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

意义。围绕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市委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深入挖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做到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不断提高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

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提供

有力支撑。 

（三）项目组织管理与实施内容： 

1.前期工作有效落实。项目设计前期，市财政局、文广新局

对全市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现状进行了摸底排查，对急修、待修文

物建筑进行了全面测算，撰写形成《关于我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现状的调研报告》。我局根据全市文物建筑那头和不同等级文物修

复批准权限，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方案，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

缓的原则排出三个年度市直管理单位和各区每年文物修复计划目

标任务，并就全市文物保护的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案，起草形成

《无锡市文物保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向市政府提

交建议，市领导高度重视，于 2018 年初印发《无锡市文物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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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下达各区各单位实施。 

2.项目运行规范合法。为规范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全面提升我市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水平，我们制定《无锡

市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明确相关单位管理职

责、资金使用范围和支出内容、项目管理和申报程序、资金分配

和使用管理要求、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根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按照《无锡市文物保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工

作目标总体要求，结合市区文物保护工程完成进度情况，在市财

政局指导下，我局设定了《无锡市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申报审

定原则》，统一申报资料有效性、申报对象合规性、项目范围合规

性、项目时限、资金核算依据等审定原则。获补助的文物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均能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文物保护工程相关

审批流程、组织实施管理规范、验收、审计相关规定，按照专项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提交申报材料，落实资金使用管理要求。我局

对各项目资金使用进行总体监管，做好文物保护单位修复方案论

证、批复工作，做好修复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做好资金审核、下

达和绩效评价工作。市直属管理部门做好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

监督管理、跟踪反馈、绩效评价。 

3.实施过程有序推进。年初，我们组织召开资金申报和项目

实施管理的专题辅导会议，排定年度修缮计划。考虑 2018 年为“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相关通知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发布

较晚，而文物保护项目前期工作繁杂，多数项目仅能在临近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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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招投和启动施工，为确保资金保护不脱节，我局专门下发《关

于做好 2018、2019 年度无锡市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

通知》（锡文广新发〔2018〕91 号），进一步明确项目申报和管理

要求，并编制印发《无锡市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绩效

自评表》，重申项目绩效管理要求。随后分批组织方案评审批复，

逐个审核申报材料，分批拨付资金，及时督促修缮工程施工，2018

年有 18 个项目按工程进度获得相应的专项经费支持（详见附件资

金下达通知），其中东林书院保养维护及环境完善工程、钱松喦旧

居维修工程、蠡园及渔庄文保建筑水亭修缮工程等 12 个项目今年

初已竣工通过验收，待决算审计后将在 2019 年度专项资金中安排

后期经费。 

（四）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8 年，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1600 万元，年度

执行中调整预算 0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0%；实际支出 16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00%。 

（附表说明：“预算执行详细情况表”。）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由局财务审计处统筹组织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并会同

局文化遗产处具体组织对 17 个市直属管理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

专项资金绩效进行单项评价，梁溪区财政局、文体旅游局负责对

区属项目小娄巷建筑群修缮工程共 796 万元补助资金的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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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二）评价的过程 

1.设立绩效指标。2018 年年中，完成《无锡市文物保护修复

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绩效自评表》设计编制，设立确定专项资金单

项目绩效指标，并通过《关于做好 2018、2019 年度无锡市文物保

护修复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锡文广新发〔2018〕91 号）

印发各单位。 

2.落实跟踪督查。我局在各修缮项目前期勘察、启动施工、

施工中期、竣工验收等关键阶段均由专人到现场指导把关；各项

目管理单位全程参与项目实施跟踪；市直管理部门负责下辖文物

保护单位项目的监督管理。 

3.年度绩效自评。3 月底前，由各项目管理单位组织开展专项

资金绩效自评价，填报《无锡市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绩效自评表》。 

4.完成绩效综评。结合修缮项目的中期检查和竣工验收，完

成单项目绩效评估，汇总形成本专项资金总体绩效评价。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2018 年，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共 22 个，完成绩

效目标 22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其中，总体绩效目标 4 个，

完成 100%。 

经自我评价，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2018 年度评

分为 100。详见《无锡市 2018 年度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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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表》。 

绩效指标分析： 

1.能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管理，科学合理设定工程实施要求，

按照批准预算额有效落实概算控制，实现预算 0 调整，预算执行

率达到 100%。 

2.确保启动修复市直单位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15 处、获

修复工程补助区级管理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1 处等关键性指标按计

划全面完成。实际启动修复市直单位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17

处，超额完成指标，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一些长年得不到解决的文物修缮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市文

物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水平明显提升，文物安全工作得到有效落

实。 

四、主要成效 

2018 年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年，安排专项资金 1600 万

元。在三年行动计划的推动下，全市（含江阴、宜兴）共有蠡园

及渔庄、龙光塔、畹芬堂、扬名大桥等 46 处文物保护单位启动修

缮，年内已完成修缮项目 8 项。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有 18 个项

目获专项资金补助，有效保障了我市文物安全，促进了文保事业

的发展。该工作得到了省文物局、兄弟城市、关心文物工作的广

大市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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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无锡市 2018 年度文物保护修复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及执行详细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文保单位名称 
文物

等级 
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上级监管单位 

预计项目

总额 

2018年 

预算执行额 
项目进度 

 
总计 

 
3786.1397 1600 

 
一 市直管理单位 

    
2020.13 804 

 
（一） 局直属管理资金项目 1075.79 650 

 

1 东林书院 国保 
东林书院保养维护及

环境完善工程 
市东林书院管理中心 市文广旅游局 176.2 130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2 秦邦宪旧居 国保 
秦邦宪旧居后三进维

护保养工程 
市薛福成故居管理中心 市文广旅游局 200.35 148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3 钱松喦旧居 市保 
钱松喦旧居建筑维修

工程 

市名人故居文物管理中

心 
市文广旅游局 49.29 40 计划 2019年初竣工 

4 顾毓琇故居 省保 
顾毓琇故居保养维护

工程 

市名人故居文物管理中

心 
市文广旅游局 85.01 70 

计划 2019年 2月份竣

工 

5 荣德生旧居 省保 荣德生旧居修缮工程 市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 市文广旅游局 105 30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6 
无锡县商会旧

址 
国保 

无锡县商会保养维护

工程 
市城投 市城投公司 220 50 

计划 2019年三季度

竣工 

7 荣氏梅园 国保 
荣氏梅园－乐农别墅

下房修缮工程 
市梅园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18.07 10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8 惠山寺经幢 国保 
惠山寺经幢检测及拓

片工程 
市锡惠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22.45 20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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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蠡园及渔庄 省保 
蠡园及渔庄文保建筑

（水亭）修缮工程 
市蠡园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23.4 21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10 惠山寺庙园林 省保 
惠山寺庙园林－金莲

桥检测及拓片工程 
市锡惠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12.49 12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11 惠山寺庙园林 省保 
惠山寺庙园林——日

月池修缮工程 
市锡惠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11.8 10 

计划 2019年一季度

竣工 

12 二泉书院 省保 
二泉书院——君子堂

修缮工程 
市锡惠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51.03 20 

计划 2019年一季度

竣工 

13 畹芬堂 控保 畹芬堂修缮工程 梅园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94.43 80 
计划 2019 年一季度

竣工 

14 钱氏墓园 控保 钱孙卿墓修缮工程 市锡惠公园管理处 市文旅集团 13.63 9 
计划 2019年 1月份竣

工 

（二） 指标划转市直管理单位项目 936.98 154 
 

15 圣公会十字堂 市保 
圣公会十字堂主堂及

办公楼修缮 

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委员会 
市民宗局 437.56 64 

计划 2019 年二季度

竣工 

16 开原寺 市保 
开原寺楠木厅修缮工

程 
无锡市开原寺 市民宗局 107.88 30 

计划 2019 年三季度

竣工 

17 
无锡县佛学会

居士林 
市保 

无锡县佛学会居士林

修缮工程 
市佛教协会 市民宗局 391.54 60 

计划 2019 年二季度

竣工 

二 梁溪区（指标划转） 1766.0097 796 
 

18 小娄巷建筑群 省保 
小娄巷建筑群修缮工

程 

无锡市梁溪经发实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梁溪区财政局 1766.0097 796 已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