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图书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图书经费为每年经常性项目，主要用于图书、期刊、报纸、数字资源的购置，满足
读者获取知识的需求。

立项依据*： 依据沪文广影视【2009】45号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
整区县图书馆购书经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对区县图书馆人均购书经费基本定额
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年2元，对区县图书馆人均购书经费的计算方法调整为按本区
县常住人口计算。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购书经费项目的设立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区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满足本地区读
者的各种文化需求，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我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提高图书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力，为全区居民提供优质的公益文化服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 《普陀区图书馆财务管理规定》、《普陀区图书馆图书采购管理规定》、《上
海图书馆、普陀区图书馆、图书供货商三方图书采购加工合同》，保证项目正常实
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12月，制定2020年文献采购计划。2020年1月--11月，分步实施采购计划。
2020年12月，完成文献采购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坚持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两为”方针，充分考虑我区两个文明建设
和广大读者的需求。通过合理购置图书文献资源，不断丰富本馆馆藏文献内容，建
设本馆特色藏书体系。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6804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680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3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购书计划执行率 100.00%

质量
书籍覆盖面 全面

时效
购书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图书年入藏种数 ≥8000.00

经济效益
书刊文献年外借册次 ≥500000.00

生态效益
读者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图书馆配套设施完备情况 完备

其它
图书维护、借阅管理平台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图书馆水、电、煤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图书馆建筑面积34000平方,设计日均人流量4000人---5000人,设计动力、照
明用电近3000千瓦，用水主要为生活、消防、卫生、绿化和中央空调。用煤
主要是职工食堂和中央空调。

立项依据*： 1.依据几年的常规用量。2.实际情况是图书馆正常业务开放，各种大小会议
、公益活动的逐年增多。高温季节学生暑寒假以及节假日读者人流量增多所
造成的总耗能量大。3.水、电、煤单位缴费的提高。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促进加强基础管理，在保证图书馆正常使用功能之下，充分利用设备设施
的效能，实现用能的规范合理，厉行节约。2、明确用电的管理目标，以求
实际效果的最佳化。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加强管理，完善现有的设备操作运行相关管理条例，完善基础台帐，消除
浪费。2.提高员工和物业人员的节约意识。3.加大宣传，不断向广大读者宣
传节能意识。

项目实施计划*： 1.对图书馆内主要耗能设备中央空调及vrv空调系统，完善运行操作的日常
管理，对物业人员的日常工作具体细化。2.对报告厅的公益演出使用用电要
合理安排与管理。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充分满足与提高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服务社会的最佳社会效能。2.充分
用好管好国家资产，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落实具体操作程序，做到经济合
理，节约高效用能。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078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78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78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786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00%

产出目标

数量 经费完成率 100.00%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读者满意率 >9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文旅公共服务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
供知识信息、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职责。通过举办各类群文活动，
能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

立项依据*： 依据《2015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重大文化惠
民项目建设。要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来实
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图书馆文化服务宗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普陀区图书馆讲座组织工作规范》、《普陀区图书馆展览、展示活动工作规
范》、 《普陀区图书馆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年初制定文旅公共服务活动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实施，年终进行全年文旅公
共服务活动总结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实现文旅公共服务活动开展，惠民利民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98965.1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活动场次 70场

质量 宣传报道 90次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读者参与人次 ≥12万人次

经济效益 读者满意率 ≥90%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活动宣传机制 健全

其它 活动经费执行 合法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普陀区图书馆功能提升和整体更新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型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基建类

资金用途
项目概况*： 将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并入普陀区图书馆，区少儿图书馆原址成立普陀区图书馆分馆，对馆所进

行整体装修。普陀区图书馆将对部分楼层更新，实现大楼整体全面对外开放 

开始时间
立项依据*： 关于普陀区图书馆（含区少儿图书馆）装修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普发改社

[2019]6号）     

项目概况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一）普陀区图书馆现存问题
1、部分楼层未对外开放,整体使用面积不足。原设计方案中3楼、17楼、18楼包含在图书馆整体结
构中，但因功能调整或未定，至今未能开放。2、功能不够完善，布局规划不够合理。缺少如书店
等公共服务类设施；缺少适合中型会务、培训及各类活动的中型会场；缺少图书周转和存储书库等
。3、部分设施已显陈旧，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更新升级。1楼信息超市设备因技术原因，一直未发
挥有效作用，导致使用率不高，1楼人气不足。部分设备因悬空安装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各类设
施设备目前已临近报废年限。报告厅座椅椅背材质老化、座椅间距狭小，出入不便。
（二）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现存问题
1、馆舍陈旧，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至今，仅在
2005年进行过局部修缮，馆舍整体设施陈旧老化，多处安全隐患无法彻底根除。如电线线路老化，
现已发现数起线路自燃、漏电现象；楼顶存在漏水现象，已造成部分房间的墙面、天花板开裂，设
施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2、场馆功能设施不完善。馆舍的设计局限，导致目前无法安装消防
报警灭火设施和无障碍通道。3、空间局促，服务能级提升受限。馆舍的空间功能布局已无法满足
当代青少年日益增长的图书借阅需求，读者服务供需矛盾日渐突出。
（三）当前图书馆行业发展建设趋势
随着读者文化需求的日益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日趋多元化。传统型图书馆的基础功能正逐
渐被淡化，复合型、综合型图书馆成为了图书馆发展建设的新趋势。本市其它区级图书馆正陆续在
新建或升级改造，普陀区图书馆在硬件上的领先地位正逐渐丧失。
    经过功能提升和整体更新，使普陀区图书馆的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突出，在整体设计中融
入普陀区域特色、凸显“苏河十八湾”文化品牌，在硬件环境和设施配置上在全市区级图书馆名列
前茅。在更新理念上，要具有前瞻性和周全性，要将传统图书馆和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图书馆结合起
来，也要将全民阅读和新的文化体验和方式结合起来。通过汲取新的阅读和文化发展理念与技术，
增加能满足现代都市主体人群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图书馆，使图
书馆真正成为各年龄层读者的精神家园。

立项依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 《普陀区图书馆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实施计划*： 制定项目分月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区图书馆地下空间、M-3楼、8楼、17-18楼的更新装修及其他楼层区域协调改造、区少儿图书
馆整体装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86631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7254443

项目总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4132387.2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

成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实施计划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总目标 质量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普
陀公共文化的品牌效应，加强区级文化设施

功能整合

良好

年度绩效目标 时效

分解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读者流通人次 ≥200万人次

分解目标内容 经济效益 读者满意率 ≥90%

投入和管理目标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活动宣传机制 健全

其它 工程经费执行 合法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开办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普陀区图书馆（含少儿图书馆）装修工程计划于2020年竣工，本次装修总建筑面积
14754平方米（其中区图书馆13187平方米，少儿图书馆1567平方米）

立项依据*： 关于普陀区图书馆（含区少儿图书馆）装修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普发改社[2019]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装修工程，对普陀区图书馆整体功能提升和更新，实现大楼整体全面对外开
放，形成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社会人文教育中心、市民文化休闲中心、会务培训活
动中心四个功能定位。因此装修工程完成后，需要添置对外开放必须的活动家具、
导视系统、办公设备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根据设计图纸，添置符合本次装修功能定位的设施设备、家具、导视系统等
2、依据 《普陀区图书馆财务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年初制定购置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本次装修范围内的设施设备、家具、导视系统等添置，满足公共文化服务的需
求。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531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638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893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5805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进一步提升普陀公共文化的品
牌效应，加强区级文化设施功

能整合

良好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读者流通人次 ≥200万人次

经济效益 读者满意率 ≥90%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安全机制 健全

其它 经费执行 合法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项目名称*： 《上海近现代作家影
像访谈录》（二期）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上海近现代作家影像访谈录》二期是《上海近现代作家影像访谈录》的承继项目。
2014年，《上海近现代作家影像访谈录》获得国家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地方资源建设项目资金扶持，在规定建设周期内，圆满完成影像作品10部，已顺利通
过文化论部项目验收。

立项依据*：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办财务发[2018]157号文，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城开展2019年中
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2019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
字建设项目重点支持方向：地方特色文化专题资源建设。立足本地文化和旅游系统自
身资源优势，整合其他系统的优秀资源，逐步形成以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为主的资源体系，建设适合移动终端传输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这是一个留存记忆、触碰历史、传承文脉的深度访谈系列，也是一个分享传奇和人生
智慧的系列影像纪录片。项目秉承“抢救性拍摄原则”，将目光聚焦在生活或长期在
上海工作过，或者对上海文学发发展有过突出贡献的老作家们。如今，这些作家大都
年近古稀，对他们进行抢救性影像拍摄，对于守护城市文学记忆，传承海派文脉，展
示作家风采，具有重大意义。自2011年至今，在普陀区图书馆业已完成的23部影像访
谈录中，已经有6位老作家辞世：徐开垒、丁锡满、任大星、丁景唐、钱谷融，为他们
拍摄的《影像访谈录》已成为留存于世的绝响。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是为读者
和后人留下的一份珍稀的精神财富，也为上海文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在项
目验收报告中，专家组成员给予如下评价：“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属于“史料抢救”
。搜集并留存这些史料性图像，对于今后海派文学的研究等亦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和
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作家影像拍摄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上海近现代作家影像访谈录》（二期）项目由普陀区图书馆负责统筹管理，根据上
海市作家协会提供的急需抢救性拍摄的老作家名单，统一安排拍摄流程。上海市作家
协会创联社提供作家采访目录、协助开展联络；作家馆负责与拟定采访对象前期沟通
、资料收集、采访提纲撰写、脚本初步创作、协助专业摄制团队进行具体采访拍摄；
专业摄制团队负责脚本完善、拍摄录制、后期制作等。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预期在项目建设周期内完成10部上海近现代作家的影像访谈专题片拍摄工作，拍摄顺
序以年长者优先，抓紧对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作家的影像资料进行抢救性保护。确保所
拍专题片的史料性与客观性，抢救和保存作家影像文献，为文坛提供珍贵研究史料。
2019年9月至12月，完成5部影像专题片拍摄；2020年1月至9月完成5部影像专题片拍摄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5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49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影像录成片 10部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受众认知度 ≥6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项目经费执行 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