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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厅认真组织开展了 2020

年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

并及时将具体的自评工作要求转发至各地市。现将 2020 年

本专项资金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落实《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 年）》

《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若干措施》《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府办〔2018〕27 号）等有关精神，省财政设立省

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分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文化旅游

事业发展两个财政事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全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非物质遗产保护传承、文物保护与利用、

旅游资源开发、产业融合发展、对外交流推广等。其中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仅有 1 个一级项目“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

提升推广”。

2020 年省财政分八批下达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

升推广资金共计 17,000.00 万元，年中调减 479.90 万元，

调减后为 16,520.10 万元，即本次绩效自评评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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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分配方式

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按照轻重缓急、

绩效优先、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结合 2020 年度实

际工作任务分为 3 个资金使用方向，分别为文化旅游交流推

广合作、文化旅游产业（含调整用于应对疫情资金）、文化

旅游资源开发。部分资金再采用因素法进行资金分配，综合

考虑覆盖范围和覆盖面、地区财力差别、地区经济水平、工

作任务量和实际需求等分配因素，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向

资金、文旅企业贷款贴息资金、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扶持资金；另有部分资金主要采用项目法

进行分配，如文化旅游交流推广合作方向资金。资金的分配

原则及标准等经过我厅党组（会议纪要〔2020〕3 号）集体

决策并报省财政厅审核。

（三）主要用途

1.文化旅游交流推广合作 3,005.10 万元，用于国内交

流推广、媒体宣传推广、国际文旅交流推广、粤港澳台文旅

交流合作推广、文化和旅游消费、支持地市牵头开展区域联

合推广活动等。

2.文化旅游产业（含调整用于应对疫情资金）8,040.00

万元，用于重点苏区老区促文旅消费活动、文旅行业贷款贴

息和重点建设项目贷款贴息、扶持文旅融合示范区和省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发放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及文旅消费惠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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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活动组织宣传等。

3.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5,475.00 万元，用于奖补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国家级和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资源普查试

点及其他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等。

（四）绩效目标

2020 年预期总目标：促进全省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提升文化和旅游产业建设水平，文化旅游产业对国

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8%以上。

预期阶段性目标：

目标 1：提升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创建单位、已认定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的运营管理水平及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提升已认定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文化设施建设水

平、文化资源保护及活化利用水平。

目标 2：提升广东文化旅游整体形象，宣传广东文化旅

游资源。

目标 3：实施全域旅游示范区奖励（国家级、省级）、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扶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扶持。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2020 年度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项目资金

分配依法经过科学的论证，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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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控制较好，但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

业受到严重冲击，导致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滞后、资金支出率

偏低、实施后未达到预期目标。本次绩效评价共计得分为 95

分，自评等级为“优”。各指标得分情况如下表：

表 2-1 各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自评

得分
得分率

投入

（20 分）

项目立项

（12 分）

论 证 决 策

（4分）
论证充分性（4分） 4 100%

目 标 设 置

（6分）

完整性（2分） 2 100%

合理性（2分） 2 100%

可衡量性（2分） 2 100%

保 障 措 施

（2分）

制度完整性（1分） 0.5 50%

计划安排合理性（1分） 1 100%

资金落实

（8分）

资 金 到 位

（5分）

资金到位率（3分） 2.5 83.33%

资金到位及时性（2分） 1.5 75%

资 金 分 配

（3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3分） 3 100%

过程

（20 分）

资金管理

（12 分）

资 金 支 付

（6分）
资金支出率（6分） 5 83.33%

支 出 规 范

性（6分）
支出规范性（6分） 5.5 91.67%

事项管理

（8分）

实 施 程 序

（4分）
程序规范性（4分） 3.5 87.5%

管 理 情 况

（4分）
监管有效性（4分） 3.7 92.5%

产出

（30 分）

经济性

（5分）

预 算 控 制

（3分）
预算控制（3分） 3 100%

成 本 控 制

（2分）
成本节约（成本指标）（2分） 2 100%

效 率 性

（25 分）

完成数量

（14 分）

扶持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数（2

分）
2 100%

地市区域联合推广目标完成

率（2分）
2 100%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2分） 2 100%

工业旅游精品线路（2分） 2 100%

创建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

区数量（2分）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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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自评

得分
得分率

帮扶贷款贴息文旅企业数量

（2分）
2 100%

扶持苏区、老区促文旅消费项

目（2分）
2 100%

完成进度

（6分）

资金及时发放率（3分） 3 100%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性（3分） 2.8 93.33%

完成质量

（5分）

补助或奖励覆盖率（2.5 分） 2.5 100%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终审

分值（2.5 分）
2.5 100%

效益

（30 分）

效 果 性

（25 分）

经济效益 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速（6分） 5.5 91.67%

社会效益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增长率（6

分）
5.5 91.67%

进一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6

分）
6 100%

可 持 续 影

响指标

持续夯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7分）
7 100%

公平性

（5分）

满意度

（5分）
被扶持对象满意度（5分） 5 100%

（二）绩效指标分析

1.投入

（1）项目立项（满分 12 分，得分 11 分）

①论证决策（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论证充分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项目的立项、资

金分配和上报审批等程序，均严格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粤

府〔2018〕120 号）和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

金的相关管理制度、实施方案，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如文

旅企业贷款贴息资金开展前期摸底调查各地市文旅行业贷

款需求和存量情况后进行贴息标准和条件的方案制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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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项目贷款贴息资金和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全域旅游

示范区等均组织专家评审或认定后发放扶持资金，前期论证

充分。

②目标设置（满分 6 分，得分 6 分）

完整性（满分 2 分，得分 2 分）。2020 年文化旅游产业

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的绩效目标设置具有完整性，包括

预期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

合理性（满分 2 分，得分 2 分）。2020 年文化旅游产业

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的绩效目标设置具有合理性，绩效

目标与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实际。

可衡量性（满分 2 分，得分 2 分）。2020 年文化旅游产

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的绩效目标设置具有可衡量性，

目标设置具有可量化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③保障措施（满分 2 分，得分 1 分）

制度完整性（满分 1 分，得分 0.5 分）。我厅文化旅游

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管理整体参照《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粤府〔2018〕120 号）执行，暂未形成专门的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或实施细则，部分子项无可参照的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对于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支出范围等未出台明确的资金管

理细则。

计划安排合理性（满分 1 分，得分 1 分）。我厅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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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按照厅党组工作部署在年初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了

当年度的工作重点，计划安排较为合理。

（2）资金落实（满分 8 分，得分 7 分）

①资金到位（满分 5 分，得分 4 分）

资金到位率（满分 3 分，得分 2.5 分）。2020 年文化旅

游产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预算计划安排 17,000.00 万

元，压减金额 479.90 万元，实际下达 16,520.10 万元，但

存在部分地市资金未及时到位的现象，如梅州市大埔县陶瓷

产业管理办公室梅州市大埔县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40.00 万元、大埔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20.00 万元，截止 2021

年 7 月县财政局仍未拨付至项目单位；河源巴伐利亚庄园项

目 40.00 万元在 2021 年 2 月提交拨付申请后，截止 2021 年

8 月 27 日资金仍未到位；揭阳啤酒美玉休闲工业旅部分项目

资金截止 2021 年 8 月 10 日仍未到位。

资金到位及时性（满分 2 分，得分 1.5 分）。部分专项

资金到位时间较晚，如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南澳县）

100.00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才下拨至资金使用单位，河源市

源城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100.00 万元、源城区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 20 万元分别于 2021 年 3 月和 4 月才到位。

②资金分配（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满分 3 分，得分 3 分）。文化旅游产

业资源开发及提升推广资金按照轻重缓急、绩效优先、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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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结合实际工作任务分为 3 个资金使

用方向，分别为文化旅游交流推广合作、文化旅游产业（含

调整用于应对疫情资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部分资金再

采用因素法进行资金分配，综合考虑覆盖范围和覆盖面、地

区财力差别、地区经济水平、工作任务量和实际需求等分配

因素，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向资金、文旅企业贷款贴息资

金、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扶持资

金；另有部分资金主要采用项目法进行分配，如文化旅游交

流推广合作方向资金。资金的分配原则及标准等经过我厅党

组（会议纪要〔2020〕3 号）集体决策并报省财政厅审核,

资金分配合理，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2.过程

（1）资金管理（满分 12 分，得分 10.5 分）

①资金支付（满分 6 分，得分 5 分）

资金支出率（满分 6 分，得分 5 分）。2020 年预算计划

安排 17,000.00 万元，压减后实际到位金额 16,520.10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12,125.81 万元，资金支出率 73.4%，得分

=73.4%*6=4.4 分，考虑到 2020 年文旅产业发展受新冠疫情

影响较为严重，酌情扣 1 分。

②支出规范性（满分 6 分，得分 5.5 分）

支出规范性（满分 6 分，得分 5.5 分）。各事项支出未

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无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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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现象，但个别地市会计核算规范性不足。①文旅企业贷

款贴息资金发现个别地市审核把关文申报材料时审核准确

度有一定欠缺，出现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②广东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汕头市南澳县）会计原始凭证规范性不足，如附

件缺少采购申请表，施工结算单无经办人签字。

（2）事项管理（满分 8 分，得分 7.2 分）

①实施程序（满分 4 分，得分 3.5 分）

程序规范性（满分 4 分，得分 3.5 分）。根据各地市项

目提交自评材料，资金使用单位能够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个

别项目未提供完整的招投标、建设、验收等过程性材料，无

法准确判断项目或方案程序实施是否合规。

②管理情况（满分 4 分，得分 3.7 分）

监管有效性（满分 4 分，得分 3.7 分）。我厅作为业务

主管部门按规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工作群督促项目有

序开展，不定期对项目进行督导检查，但未注重留痕相关监

管过程文字材料。同时，个别地市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监管不

足，如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汕头市南澳县）在实际管理

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做到有效管控，主要以事后监督为主，且

未留痕相关监督检查工作记录。

3.产出

（1）经济性（满分 5 分，得分 5 分）

①预算控制（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10

预算控制（满分 3 分，得分 3 分）。2020 年度实际支出

资金金额未超过预算计划安排资金金额。

②成本控制（满分 2 分，得分 2 分）

成本节约（成本指标）（满分 2 分，得分 2 分）。在项目

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

实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

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满分 25 分，得分 24.8 分）

①完成数量（满分 14 分，得分 14 分）

扶持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数（满分 2 分，得分 2 分）。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推动对外文化旅游交流工

作，与外国开展双向文化交流共 39 批次，其中出访 6 批次、

145 人，来访 33 批次、109 人。

地市区域联合推广目标完成率（满分 2 分，得分 2 分）。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 2020 年赴省外宣传推广计

划的通知》（粤文旅外〔2020〕8 号），2020 年地市区域联合

推广计划 12 个，给予经费补贴 175 万元，但相关政策规定

深圳市不予直接下达补贴资金，最终下达 11 个地市共 160

万元，深圳市牵头举办活动通过直接支付给承办单位形式补

贴 15 万元，全年共有 12 个地市完成地市区域联合推广活动

12 场。

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满分 2 分，得分 2 分）。《关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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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名称的通知》（粤文旅资

〔2020〕170 号），2020 年 12 月 26 日公布第二批广东省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 50 条。

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满分 2 分，得分 2 分）。《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工业旅游精品

线路的通知》（粤文旅资〔2020〕57 号），2020 年 7 月 16 日

公布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 20 条。

创建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区数量（满分 2 分，得分 2

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

单的通知》（文旅资源发〔2020〕83 号）、《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关于公布第二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通知》

（粤文旅资〔2020〕37 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公布

第三批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通知》（粤文旅资

〔2020〕132 号），2020 年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3

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40 个。

帮扶贷款贴息文旅企业数量（满分 2 分，得分 2 分）。

2020 年应对疫情贷款贴息专项资金共用于扶持 16 个地市约

293 家文旅单位合计 3200 万元，其中韶关市获贷款贴息资金

共 280 万元，包括本专项资金 220 万元，公共文化旅游服务

（文旅行业贷款贴息）60 万元，统筹两项资金使用总共帮扶

贷款贴息文旅企业数 27 家。

扶持苏区、老区促文旅消费项目（满分 2 分，得分 2 分）。



12

以“广东人游广东”为主题，以实施推进文旅消费为抓手，

带动当地文旅行业复苏振兴，扶持潮州市潮安区及梅州市五

华县、平远县开展系列促文旅消费活动，扶持项目分别为：

“广东人识平远”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广东人游平远”—

—平远乡村旅游季活动、文旅促销季·自驾游五华系列活动、

2020 潮安促进文旅消费季。

②完成进度（满分 6 分，得分 5.8 分）

资金及时发放率（满分 3 分，得分 3 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省级资金发放率 100%。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性（满分 3 分，得分 2.8 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部分项目未按时完成年度预期目标，如

文旅交流推广活动等工作开展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综上，

酌情扣 0.2 分。

③完成质量（满分 5 分，得分 5 分）

补助或奖励覆盖率（满分 2.5 分，得分 2.5 分）。2020

年各项补助或奖励基本实现应发尽发。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终审分值（满分 2.5 分，得分 2.5

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指引〉的通知》（粤文旅资〔2020〕3 号），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终审分值在 1000 分以上，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的终审分值在 950 分以上。

4.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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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果性（满分 25 分，得分 24 分）

①经济效益（满分 6 分，得分 5.5 分）

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速（满分 6 分，得分 5.5 分）。2020

年旅游业总收入 4690.59 亿元，对比 2019 年增长率-47.38%。

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旅游总收入大幅下

降；此外，因文化和旅游部颁布《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

制度》，该数据口径进行调整。故该指标酌情扣 1 分。

②社会效益（满分 12 分，得分 11.5 分）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增长率（满分 6 分，得分 5.5 分）。

2019 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 2286.2989 万人次，2020 年全省

接待入境游客 468.85 人次，增长率-79.49%。受新冠疫情影

响，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口岸管制，入境旅游人数大幅下

降；此外，因文化和旅游部颁布《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

制度》，该数据口径进行调整。故该指标酌情扣 1 分。

进一步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满分 6 分，得分 6 分）。一

是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充分挖掘公共文化资源如图书

馆、博物馆、文化馆转化为旅游资源，打造成为旅游目的地，

鼓励和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完善标识系统、游客中心、导览服

务、公共休息设施等旅游配套设施，增强观赏、体验和参与

等旅游服务功能，积极创建 A 级旅游景区。2020 年以来，河

源市恐龙文博园等 12 家公共文化设施单位成功创建 A 级旅

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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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实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扶持，积极打造“粤美

乡村”乡村旅游品牌，依托红色革命遗址、古驿道、万里碧

道、粤菜美食等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开发具有乡村

特色的景观和产品，充分发挥农旅融合发展效应，促进乡村

旅游振兴。

③可持续发展（满分 7 分，得分 7 分）

持续夯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满分 7 分，得分 7 分）。

通过持续扶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村镇等项目，优化我省文

化旅游资源，进而提升文化旅游丰富多样，进一步促进全省

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22 个村进入第二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认定了第二批 103 个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特色村、30 个旅游风情小镇、50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20 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

（2）公平性（满分 5 分，得分 5 分）

①满意度（满分 5 分，得分 5 分）

被扶持对象满意度（满分 5 分，得分 5 分）。我厅采取

发放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满意度调查，共回收 28 份问卷，

被扶持对象满意度为 96.07%。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一）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预算计划安排 17,000.00 万元，压减后实际到位

金额 16,520.10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2,125.81 万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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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率 73.4%，各资金使用方向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各资金使用方向支出情况

财

政

事

权

政策

任务/

一级

项目

具体项

目类别

预算

金额

到位金额（调减后） 支出金额

支出

率省本级 各地市 合计 省本级 各地市 合计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文化

旅游

产业

资源

开发

及提

升推

广

文化旅

游交流

推广合

作

3485 2785.1 220 3005.1 2430 204.55 2634.55 87.67%

文化旅

游产业

（含调

整用于

应对疫

情资

金）

8040 1060 6980 8040 1058.36 6213.45 7271.81 90.45%

文化旅

游资源

开发

5475 55 5420 5475 41.34 2178.11 2219.45 40.54%

合计 17000 3900.1 12620 16520.1 3529.7 8596.11 12125.8 73.40%

（二）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总目标为：促进全省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文化和旅游产业建设水平，文化旅游产业对国民经

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8%以上。具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 3-2

所示：

表 3-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

标值

实际实

现值
备注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

数（项）

1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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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

标值

实际实

现值
备注

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条）
50 50

工业旅游精

品线路（条）
20 20

扶持文化和

旅游特色村

（条）

100 —

2021 年 1 月 15 日完成

103 条文化和旅游特色

村认定工作并公布，

2020年未使用本专项资

金。

质量指标

补助或奖励

覆盖率（%）
100% 100%

优质旅游项

目扶持率（%）
100% — 2020 年该项目取消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发

放率（%）
≥7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入境过夜旅

游人数增长

率（%）

3% -79.49%

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

业受到严重冲击，口岸

管制，入境旅游人数大

幅下降；此外，因文化

和旅游部颁布《全国文

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制

度》，该数据口径进行

调整。

入境过夜旅

游人数排名

在全国前列

前三名 —
文化和旅游部未公布各

省排名数据

经济效益

指标

旅游业总收

入年均增速

（%）

6% -47.38%

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

业受到严重冲击，旅游

总收入大幅下降；此外，

因文化和旅游部颁布

《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

统计制度》，该数据口

径进行调整。

文化旅游产

业对国民经

济的综合贡

献度（%）

8% — 暂无此口径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持续夯实文

化旅游产业

发展

进一步

夯实

进一步

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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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

标值

实际实

现值
备注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被扶持对象

满意度（%）
≥90 96.07%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稳步推动与粤港澳、国际以及国

内文化旅游交流推广。

一是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推进开展文化和

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自 9 月起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逐步恢复粤

澳及不涉及人员出入境的粤港双向文化交流活动，全年批复

69 场 740 人次的粤港、粤澳文化交流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稳步推动对外文化旅游交流工作，与外国开展

双向文化交流共 39 批次，其中出访 6 批次、145 人，来访

33 批次、109 人次；继续组织各地市赴省外开展文化和旅游

宣传推广活动，扩大对重点客源地的宣传覆盖面，全年我厅

共支持地市 12 个计划 23 个目的地，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推广

成效。

二是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广东文旅

形象和品牌推广。通过在中央电视台 CCTV1、CCTV 新闻和

CCTV4，凤凰卫视中文台等国际媒体宣传平台投放广东文化

旅游形象广告，广告触达超过 10 亿人次，覆盖人群（不重

复）超过 1.6 亿；充分利用中国旅游报、经济日报、南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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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羊城晚报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宣传广东文化旅游品

牌资源，着力提升“魅力广东”文化旅游形象和品牌影响力，

通过腾讯视频、抖音等大众使用频率较高的多家新媒体视频

平台投放播出，据统计，短视频和微视频的点击量超过 300

万人次。

2.促进文旅市场复苏和消费升级，借力金融杠杆推动文

旅行业复工复产。

一是支持全省各地组织开展文旅促消费活动。支持广

州、惠州、湛江、佛山、韶关等地市组织开展文旅促消费系

列活动，另下达 1000 万元用于支持重点苏区老区促文旅消

费，以“广东人游广东”为主题，以实施推进文旅消费为抓

手，带动当地文旅行业复苏振兴，扶持潮州市潮安区及梅州

市五华县、平远县开展系列促文旅消费活动。二是发放文旅

惠民补贴，线上线下促文旅消费。2020 年 9 月，我厅组织“逛

文旅盛会 享千万优惠”2020 广东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

在 2020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期间，依托电子交易平台，

线上发放文旅消费补贴。通过“线上+线下”双线驱动的方

式，广东惠民补贴拉动消费增长效应明显。

二是以贷款贴息形式支持企业降低融资成本。2020 年省

文化和旅游厅内部调剂专项资金用于对受疫情影响的文旅

企业开展贷款贴息支持，通过前期对各市上报企业贷款需求

摸底汇总，寻求中、农、工、建四大银行支持，尽可能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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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广大文旅企业利用金融杠杆获得资

金支持，缓解生产经营困难，促进复产发展。支持我省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优质旅游项目建设，清远长隆、南沙邮轮母

港等省旅游重点建设项目获得 2000 万元贷款贴息支持，另

扶持 16 个地市约 293 家文旅单位。

3.加大力度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典范，积极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

一是抓示范，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着力抓好国家、省两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工作，加大力度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典

范，组织完成了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初审及推荐

工作，推荐的 3 家单位全部通过验收认定；完成了两批次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40 家单位成功认定为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

二是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积极打造“粤美乡村”乡

村旅游品牌，依托红色革命遗址、古驿道、万里碧道、粤菜

美食等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景

观和产品，推动清远市河头村等 22 个村进入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认定了第二批 103 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特色村、30 个旅游风情小镇、50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三是推进工业旅游创新发展。2020 年 8 月，联合省工信

厅在广州白云宾馆召开“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新闻发布

会”，正式发布 20 条广东省工业旅游精品线路，与会境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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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近五十余家，纸媒、网媒、自媒体、电台电视专访等各

类新闻报道七十余宗。联合省工信厅向首批 20 条广东省工

业旅游精品线路中的每个“主要景点”颁发一块牌匾，经统

计，20 条精品线路涉及景区、工厂和博物馆等景点共计 84

家。

四、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实施进度及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专项资金中存在因到位较迟

影响项目支付进度、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也存在因新冠疫

情原因项目未开展的情况，导致预期绩效目标与实际完成情

况未能完全同步。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

向资金需要在评定工作完成并公布后才能下达，受疫情影响

部分前期工作无法按时开展，如文化和旅游特色村、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等。二是个别地市审批程序较为繁琐，导致资金

下达时间较晚，影响预算执行进度。三是部分文化旅游交流

推广活动举办地在港澳台或国外，受疫情影响无法按原计划

组织开展，自 9 月起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逐步恢复粤澳及不涉

及人员出入境的粤港双向文化交流活动。

（二）机构改革下部分制度不健全，且人员变动较大

新机构下文化与旅游需要一个较长期的磨合、协调乃至

于融合的过程，部分管理制度未及时建立，本专项暂无可参

照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于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支出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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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台明确的管理细则。同时，部门内部业务人员岗位调整

相对频繁，会短暂出现因主要业务负责人抽调导致相关工作

的开展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完全衔接的问题。

（三）个别地市未按时提供自评材料或者材料不够齐全

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

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粤文旅财〔2021〕150 号）文件中要

求各地市应于 8 月 27 日前报送自评材料，但个别地市的绩

效自评材料未按时提交或仅提供自评报告未相应提供佐证

材料。

五、改进意见

（一）及时调整实施计划，加强资金支付进度的监管

随着全球疫情险势缓解，后续工作应加强项目资金支出

监督管理，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执行，确保专款专用，资金需

支付时及时督促支付进度。同时，我厅将加快前期专项资金

分配工作，按时下达专项资金，鉴于资金使用及支付需要经

过严格申请及使用的规范程序，过程所需较长，各项目申报

或实施单位应在财政资金下达前提前做好项目正式启动准

备，提前优化项目实施方案，保证财政资金到位后，项目可

立即实施。

（二）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全面提高政府服务效能

通过渐进式改革推动部门内部整合和深度融合，细化责

任分工,总体上严格按照“三定方案”执行，加快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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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相关内控管理制度及业务管理制度，按相关制度统筹抓

好各项业务工作，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后续也将注重项目材

料留痕并及时归档的工作，确保在相关经办人员调动时仍能

做到有序衔接、高效运转。

（三）提高绩效评价意识，加强对各地市的指导与培训

我厅将主动抓好绩效评价工作的上下联动，努力推动各

级文旅部门绩效评价工作步调一致。一方面，加强对各地市

绩效工作的指导与培训，夯实资金使用单位的业务管理知识

和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坚持

查究并举，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实现以评促改，以评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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