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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8 年度服务业（旅游）专项资
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背景 

为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在扩大市场、引导需求、拉动消费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培育旅游业成为无锡

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进一步发展“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建设，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依据相关文件设立无锡市服务业（旅游）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市区范围内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公共服务提升

和旅游市场开拓等。 

（二）专项依据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与

产业升级引导资金扶持项目绩效管理管理意见的通知》（锡

政办发〔2013〕31 号）、《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 2013

年市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引导资金预算安排和资金管理方

案的通知》（锡政发办〔2013〕34 号）、《中共无锡市委  无

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度假胜地建设的意见》（锡委发

〔2012〕86 号）、《中共无锡市委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的意见》（锡委发〔2017〕39 号）、《无锡

市服务业（旅游）资金管理实施细则》（锡旅发〔20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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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锡财金〔2017〕28 号）文件精神，设立（安排）2018

年无锡市服务业（旅游）资金。 

（三）专项组织管理 

积极推动现代旅游服务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完善“中国

旅游休闲示范城市”的建设，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

现旅游总收入增长 10%的目标；努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旅游

服务质量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继续保持旅游安全良好态势。 

（四）专项实施内容 

1、载体建设类资金 

本专项下设 4 个明细项目，即美丽乡村旅游休闲项目奖

励，智慧旅游建设项目资助，旅游服务体系建设资助，旅游

服务质量提升项目。 

本专项预算安排 998 万元，即美丽乡村旅游休闲项目奖

励 100 万元，智慧旅游建设项目资助 44 万元，旅游服务体

系建设资助 807 万元，旅游服务质量提升项目 47 万元。 

智慧旅游项目资助主要内容包括：系统运维（微博、微

信运营等）44 万元。 

旅游服务体系建设资助主要内容包括：咨询服务外包

108 万元、咨询中心管理（场地租金、国债资金还本付息等）

84 万元、旅游交通道路指示牌养护 80 万元、全市旅游度假

区年度考核 10 万元、全市 A 级景区常态化监管 25 万元、全

域旅游统计监测体系建设 40 万元、编制《无锡市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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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70 万元、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体系建设 70 万元、

全域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工程 320 万元。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旅游管理人员素

质提升业务培训 27 万元、旅游安全应急管理 20 万元。 

2、市场开拓类资金 

本专项下设 3 个明细项目，即入境旅游考核奖励，旅游

广告联合投放补助，重点旅游赛事活动奖励。 

本专项预算安排 128 万元，即入境旅游考核奖励 50 万

元，旅游广告联合投放补助 18 万元，重点旅游赛事活动奖

励 60 万元。 

3、其他统筹类资金 

本专项下设 2 个明细项目，即宣传推介经费（旅游），

项目管理支出（旅游）。 

本专项预算安排 783 万元，即宣传推介经费（旅游）753

万元，项目管理支出（旅游）30 万元。 

宣传推介经费（旅游）主要内容包括：无锡旅游产品境

外网络媒体宣传与推广 58 万元、“无锡游礼”旅游商品推广

50 万元、推广无锡乡村旅游地域品牌系列活动 30 万元、《周

末去哪儿》休闲旅游电视系列片 100 万元、免费发放的无锡

旅游宣传资料制作 75 万元、城市风采宣传推广 60 万元、“畅

游无锡”旅游专刊制作 45 万元、“畅游无锡”旅游节庆宣传

120 万元、参加国家、省、市组织的国内旅游促销和旅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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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万元、参加省、市组织的境外旅游促销活动 80 万元、跨

年支付项目 5 万元。 

项目管理支出（旅游）主要内容：旅游专项审计 30 万

元。 

（五）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8 年，无锡市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1909.00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150.00 万元，调减预算

150.00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1909.00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15.72%；实际支出 1484.6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7.77%。详

见《无锡市 2018 年度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

执行情况表》（附表 1）。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无锡市旅游局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的绩效考评工作，绩

效评价工作由无锡市财政局统一领导。 

（二）评价的过程 

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无锡市旅游局成立了自评工作领

导小组，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按照自评方案的要

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

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2018 年，无锡市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共

34 个，完成绩效目标 34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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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绩效目标 1 个，完成绩效目标 1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33 个，完成绩效目标 33 个，绩效

目标完成率 100%。详见《无锡市 2018 年度服务业（旅游）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附表 2）。 

经自我评价，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 2018 年度评分

为 89。详见《无锡市 2018 年度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指标表》（附表 3）。 

绩效指标分析：对关键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 

（附说明：若年度执行中有绩效目标调整，部门应说明

相关情况并附依据。） 

四、主要成效 

2018 年，市旅游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三届三

次全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娄勤俭书记在无锡调研时提出的

“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和领跑者”总体要求，

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以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心，大

力推动“旅游+”产业融合，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年

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 1951.79 亿元，同比增长 11.9%，圆满

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五、主要问题 

2018 年度无锡市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1909.00 万元，实际使用 1484.6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7.77%，比 2017 年度预算执行率 85.85%减少了 8.08 个百分

点。年度预算编制不尽合理，预算执行率比较低。另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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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间比较晚，导致支出进度缓慢，2018 年 11 月底支出

仅为 38.82%，61.18%的专项资金支付集中在最后一个月支

付。 

六、相关建议 

1、加强事前调研，科学编制预算，提高预算准确性。 

2、加强综合研究，着力明晰概念，细化评判指标。 

3、坚持综合利用，全力优化整合，确保咨询预期效果。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无。 

 

附表： 

1. 无锡市 2018年度 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预算安 

排及执行情况表       

2. 无锡市 2018 年度 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表 

3.无锡市 2018 年度服务业（旅游）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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