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79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856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时效

社会效益 观众满意度 ≥80%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长效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投入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投入与管理

项目管理

数量

美术馆馆内展览场次 ≥20场

展览计划完成率 =100%
展览开展及时性 及时

展览作品集制作 ≥1册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791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9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举办24场展览，进行1次国内交流巡展，完成2册作品集的制

作，布撤展外包正常进行。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全年举办24场展览，进行1次国内交流巡展，完成2册作品集的制

作，布撤展外包正常进行。

2020年绩效目标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重要组织部分，负责美术馆展览展示、展览

交流、学术研究等服务功能的体现与运作。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美术馆该项目的设立，旨在为市民提供免费的高雅文化服务，包

括免费参观展览，免费接受艺术文化知识普及。学术研究则是美

术馆立馆之本，美术馆是高端的综合性文化机构，没有学术研究

的美术馆只能是陈列馆。展览交流是美术馆品牌塑造、艺术推广

的必然途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部门按照全年计划积极推进，每周召开工作会议，确保各项工作

按要求正常推进。半年做一次工作总结，总结完成的工作，分析

存在的问题，对下阶段的工作进行布置，确保按计划、按目标完

成任务。

合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项目名称*： 美术馆展览展示教育研究活动经费 经常性专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该项目全年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展览展示，计划全年在我馆自

主举办24场展览，计划举办1次国内交流巡展；二是作品集制作2

册；三是布撤展外包，展厅服务、展览布撤展全年外包。

立项依据*：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数量
美术馆国内交流巡展

场次
=1场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60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项目名称*： 水电网络通信费 经常性专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美术馆水电网络通讯费

立项依据*： 确保美术馆业务正常运行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确保美术馆业务正常运行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美术馆业务正常运行

项目实施计划*： 美术馆业务正常运行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美术馆业务正常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4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数量 美术馆日开放时间 =8小时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时效 美术馆按时开放率 =100%
社会效益 观众满意度 ≥80%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管理

产出目标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00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项目名称*： 文旅公共服务经费 经常性专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一、美术馆体验拓展课程：1.艺术大课堂——亲子课堂；2.艺术

大课堂——手艺课堂；二、暑期及主题类活动：1.暑期课程；2.

主题类活动；三、公益展览、讲座活动。

立项依据*： 根据文教结合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工作围绕文

化服务进行。开设手艺学堂既是对美术馆文化服务的进一步拓

展，又是文教结合的具体举措，为区域青少年进行艺术普及和艺

术实践搭建平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文教结合具体要求，文化服务项目化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艺术大课堂——亲子课堂，全年预计开展活动6场；2.艺术大课

堂——手艺课堂，全年预计开展活动10场；3.暑期课程，全年预

计开展14次活动；4.主题类活动，全年预计开展6次活动；5.公益

展览、讲座，全年预计开展活动4场。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为青少年进行艺术普及，培养青少年艺术兴趣，为青少年艺术实

践提供平台。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艺术大课堂活动开展

次数
≥10场

质量 活动计划完成率 =100%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时效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社会效益 受众满意度 ≥8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数量 公益展览、讲座活动 ≥2次

投入与管理

数量 暑期课程开展次数 ≥10次
数量 主题类活动开展次数 ≥4次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40000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项目名称*： 普陀区美术馆收藏经费 经常性专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非基建类

项目概况*： 收藏须符合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的学术定

位和收藏方向，以近、现、当代中外艺术品为主。仅包括：

1）、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书法/美术/摄影/收

藏协会等副主席及以上成员作品，书画作品尺幅不得小于四尺整

张。

2）、刘海粟作品及其相关作品、文献史料。

3）、苏州河主题创作作品。

立项依据*： 一、收藏是美术馆的专业职能，根据年度展览计划有选择性的进

行收藏。

二、对收藏的作品及文献进行维护和利用。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丰富馆藏精品，提升馆藏质量，使馆藏品独具特色。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学术典藏部向馆长室提出书面的收藏意向申请；2、馆务会讨

论收藏申请；3、馆务会形成收藏意向后，召集艺术委员会3人

（含）以上（单数）委员进行评审讨论；4、馆务会讨论艺委会专

家意见，并形成初步的收藏决定，并报区文化局备案；5、如收藏

单幅作品价格超过5万元或收藏总价超过20万元，则需将收藏决

定上报区文化局，经区文化局班子会议研究审批，同意后方可实

施；6、实施入藏手续，支付收藏费用。由学术典藏部办理严格的

入库、入账手续，包括登记造册、分类整理、拍照存档及输入电

脑资料库等）。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年度收藏计划，有序的推进项目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丰富收藏种类，提升学术地位，加强与全国乃至全世界各知名艺

术大师及机构的交流沟通，在打造美术馆口碑的同时，扩大美术

馆的社会影响力。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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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计划内收藏作品为我
馆收藏

≥100%社会效益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实际收藏经费低于市
场流通价格，作者为
艺术生涯上升期，其
作品价格逐年递增

≥100%质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其它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