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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是梅州市委工作部门。内设11个科室：

办公室、理论科、对外宣传与新闻发布科、宣传管理科、版权科、

文艺科、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科、精神文明建设科、网络舆情与

传播管理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科、干部科。行政编制32名，后

勤服务人员数4名。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按照省委“1+1+9”

工作部署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

作，为梅州苏区加快振兴、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

精神力量。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一是扎实开展理论武装。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等政治理论书籍。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文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举办客家讲坛，有效提

高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抓好在“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平

台、全国学习平台发布稿件，发稿数位居全省前列。

二是全战线倾情投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宣传工

作。印发学习工作方案，高质量组织学习教育，抓好宣传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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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统筹指导全市开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系列活动。服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

习，组织全市县处级领导干部全员参与学习，组织全市 24万余

名党员参与党史学习教育。联系央媒省媒刊播梅州党史学习教育

报道，组织市两家主要媒体大量发稿宣传报道，营造浓郁的学习

氛围。

三是唱响主旋律，努力营造加快推动梅州苏区振兴发展的浓

厚氛围。坚持重要版面重要位置突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重点抓好脱贫攻坚、“十四五”开局、市第八次党

代会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宣传报道。精心做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报道，组织属地各网络平台发布

相关稿件。加强对外宣传报道。组织策划“2021客家春晚·泰国（曼

谷）之夜”。

四是开展“1+9+N”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进文明实践活动进消

防、进金融机构等。开展“梅州市道德模范”、“梅州好人”、“客

家童谣”、公交车身公益广告展播等宣传活动。

五是聚焦主目标，持续推进文化名城建设。围绕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策划推出一批形式多样的红色题材作品。深挖客

家文化底蕴，倾心打造一批讲述客家历史、抒写客家人物、展现

客家风情的精品剧目。加强版权保护。组织全市放映农村公益电

影，确保完成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的放映任务，组团参展第十七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四）部门整体收入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2021 年度收入合计 3678.09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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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232.23万元，其他收入 445.86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493.85 万

元，增长 18.03%；主要变动情况：①增加了专项经费，如 2021

年补短板资金、传播工程经费、《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出版编撰

经费等；②增加了人员经费。2021 年新增事业单位 1 个，调入

和招聘录用干部职工 5 人。其他收入比上年增加 308.12 万元，

增长 223.69%，主要原因是：根据市财政核算要求，财政用往年

度资金拨来的专款列入此科目，如党史学习教育经费、文博会经

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费、2020年文化繁荣发展资金、2020

年补短板资金等。

中共梅州市委宣传部 2021 年度支出合计 3685.44 万元，其

中工资和福利支出 907.3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645.44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8.35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 84.26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566.22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

加 890.32万元，增长 33.27%，主要变动情况：增加了专项支出

和基本支出（主要是新进人员支出）。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为 98.92分。

2021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按照省委“1+1+9”工作部

署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各项工作，为

梅州苏区加快振兴、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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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

①预算编制合理性，得 3分（满分 3分）。

我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中央和省、市

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

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专项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

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题。功能分类和经济

分类编制准确，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项目之间未频繁调剂。部

门预算分配不固化，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如不存在项目支

出完成不理想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的情况等）。

②预算编制规范性，得 3分（满分 3分）。

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和要求，符合专项资

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③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得 4分（满分 4分）。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整预算

数）/收入调整预算数*100%=（3678.09-3678.09）/3678.09=0。

（2）目标设置。

①绩效目标合理性，得 5分（满分 5分）。

本部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整体

绩效目标能体现本部“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能体现本部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整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

务，整体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能反映本部设

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性，部门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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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提交部务会议进行研究论证并通过。

②绩效指标明确性，得 5分（满分 5分）。

本部整体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效

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效果的

社会经济效益，有清晰、可横量的指标值，含有可量化的指标，

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2.预算执行情况。

（1）资金管理。

①结转结余率，得5分（满分5分）。

结转结余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0÷(333.98+333.98+0）

×100%=0

②财务管理合规性，得 5分（满分 5分）。

2021 年资金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都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部 2021年资金支出严格按照预算范围开支，严格执行资

金管理规定，会计核算规范，支出依据合规、没有虚列支出的情

况，没有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2）信息公开。

①预决算公开合规性，得 2分（满分 2分）。

本部 2021年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按时在网上公开相

关预决算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情况。

②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得 2分（满分 2分）。

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已按财政要求和规定时间在梅州文



6

明网站公开。

（3）采购管理。

①政府采购执行率，得 3分（满分 3分）。

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相符。政府采

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100%=

（41.14596/41.14806）×100%=99.99%。

②采购合规性，得 5分（满分 5分）。

第一，对照《广东省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事项清

单》制订了《市委宣传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以正

式文件报市财政局备案；第二，按照制度规定，不晚于采购活动

开始前30日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公开采购意向，公开率100%；

第三，政府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

采购网”备案公开；第四，按时上报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

（4）项目管理。

①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得 9.5分（满分 10分）。

2021年市级专项资金共 26项，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严

格执行财经制度，围绕专项资金总体目标实施。有一小部分资金，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原因，使用了一部分资金，未能全部完成。

②项目实施程序，得 5分（满分 5分）。

2021年所有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符合申报条件，申报、

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等都

严格履行相应手续。

③项目监管，得 5分（满分 5分）。

按要求规范管理项目：由业务科室提出申请，制订实施计划

和目标任务，部务会研究决定后由财会部门编制项目预算，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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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批复后由业务科室组织实施，根据政府采购规定，做到

应采尽采，待项目验收完成后，按财务制度进行资金划拨。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核查等方式对每一个项目都进

行全程监管。

（5）资产管理。

①资产配置合规性，得 2分（满分 2分）。

单位办公室面积 607.10平方米，在职在编总人数为 45人，

另外不在编制内的市创文办公开招聘人员 19人，人均办公面积

9.48平方米，办公设备配置都在规定标准内。

②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得 1分（满分 1分）。

2021年无出租出借资产，有调拨资产，无处置收益。

③资产盘点情况，得 1分（满分 1分）。

2021 年对单位资产进行了 1 次盘点，盘盈小车库 1 个，及

时进行了登记入账。

④数据质量，得 2分（满分 2分）。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

提供真实、有效的说明，且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与部门决算

报表、资产实体相符。

⑤资产管理合规性，得 2分（满分 2分）。

制订了《市委宣传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按《行政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制度

要求执行有关规定；2021 年无出租出借资产，有 1 次调拨处置

国有资产，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处置，程序规范。

3.预算使用效益。

（1）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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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成本控制情况，得 3.92分（满分 4分）。

2021年度市级专项资金 26项，省级专项资金 3项，专项资

金支出都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文件、财经纪律，秉承“货比三

家”“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原则控制成本，符合政府采购要求的，

按照政府采购规定进行采购。《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

专项自评得分率 98%，此专项自评得分 3.92分（98%×4分）。

②公用经费控制率，得 4分（满分 4分）。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30.00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 7.14 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23.80%；2021 年会议费预算数为

26.60万元，2021年会议费实际支出 10.95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41.17%；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数 117.74 万元，实际支出机

关运行经费为 94.30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80.09%。

（2）效率性。

①重点工作完成率，得 2分（满分 2分）。

本年度大部分专项资金都完成并达到预算目标。只有一小部

分专项资金，因为疫情原因未能组织实施，或涉及到分期付款，

需要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支付资金。

第一，坚持政治统领，牢牢把握全市宣传思想工作的正确方

向。

a.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在南方日报推出了《梅州推动

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奋力实现苏区振兴发展步步高》《梅

州：扬帆起航蓄新能 蹄疾步稳开新局》等 6 篇共计 4.5 个整版

专题报道，在南方+推出“红梅印记”系列海报，对梅州 100个重

要的革命遗址进行报道，并在《南方日报·梅州观察》推出深度

报道。推出“百年风华 苏区正茂——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一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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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梅州实践”40个版特刊，刊发的专题报道《梅州：加快从“帮”

到“兴”的转变，积极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

同时在《南方日报·梅州观察》、南方+浓墨重彩地推出了一批融

媒体报道精品，为梅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为梅州苏区加快振兴发展共同富裕提供更坚实的舆论支撑。

b.与广东南方日报经营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合作，在南方网

开设“客都梅州”频道，发稿 12675条，进行直播 35场，推出专

题 27个，新媒体创意产品包括短视频、H5、海报 540件，总点

击量为 94511266。加强移动互联网领域宣传力度，向全省全国

宣传梅州改革发展中的新亮点、新作为、新成效。

c.与北京卓一文化传播公司合作，在新浪网进行梅州城市形

象宣传，包括日常新闻、专题、新闻通发、直播、微博营销、重

大活动宣传以及新浪网广告支持等服务。2021 年新浪网在服务

期内，维护微博信息 8 条，日常新闻报道、新浪新闻 app 推荐

18条，新闻通发 15篇，平均在 30多个网络平台转载。

d.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梅州记者站合作，运营我部“梅州发

布”微信公众号、“梅州发布”新浪微博、“梅州发布”南方号、融

梅发布客户端等账号日常信息更新发布及相关完善必要的菜单

设置模块等工作。“梅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梅州发布”南方号同

步发布稿件 1680篇，融梅发布客户端共发稿件 5223篇，“梅州

发布”新浪微博共发微博 1096条。壮大主流网络宣传，实施“三

好一正”工程，为推动梅州建设生态发展区先行示范市，奋力打

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广东样本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与省级、市级主要媒体合作，拍摄融媒体节目专题片《红



10

土地·颂党恩—百年正风华》《飞向百年》《瞰见·梅州》，呈现

了梅州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正能量，以空中

鸟瞰的宏大视角展示了梅州各项中心工作和各县域发展的情况。

第二，加强对外宣传，提升梅州国际传播影响力。

在美国《国际日报》英文版上开设《梅州乡情》彩色英文版，

随美国第三大报《洛杉机时报》一起发行，每月一期，共 12期，

每期版面为一整版，每期发行量为 100万份以上。出版《梅州乡

情》中文版，每半月出版一期，在世界发行量较大的华文报刊

——美国、印尼《国际日报》和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日报》编辑

出版专版。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话语体系和媒体矩阵建设，更好地

传播梅州好声音，讲述梅州好故事，树立梅州好形象，传递梅州

正能量。

第三，组织公益广告宣传，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有机融入各类生活，形成宣传强势，营

造全城动员、人人参与创文的浓厚氛围。

主要采取户外平台发布、建设家风家教主题公园、建设公益

广告景观、更新破旧公益广告等，发布的内容视情况按要求及时

更新更换。一是梅州城区户外 LED屏固定投放 6块，每日滚动

播放次数不少于 100次；二是梅州城区人行天桥悬挂横幅 2条；

三是梅州城区公园、广场、商超、街区、学校、社区及周边处户

外广告位投放了 60幅画面；四是梅州城区路灯灯箱投放 1000幅

画面；五是在嘉应新区和芹洋半岛新建投放一批公益广告；六是

更新梅州城区原有破旧公益广告；七是在归读公园择地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家教）主题公园，布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益广告；八是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和创文工作要求，分阶段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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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布设创文公益广告。

第四，组织新闻奖评选活动。

收到各类作品 1119件，经过严格评选和公示，共评选出“报

纸、通讯社、新媒体参评项目”“广播、电视媒体项目”“报纸、通

讯社项目”“综合项目”“媒体融合奖项”一等奖 23篇新闻作品、二

等奖 36篇作品、三等奖 53篇作品和获得优秀上送作品奖 100篇

作品。激励了我市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积极性，引导我市广大新

闻工作者继承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为梅州苏区振兴发展

提供舆论支持。

第五，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组织开展全市 24万余名党员参与党史学习教育，实现所有

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

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历史自觉、历

史自信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大提升。

②绩效目标完成率，得 2.8分（满分 3分）。

2021年度整体绩效目标都能按时按计划完成。

③项目完成及时性，得 2.8分（满分 3分）。

2021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绝大部分均按计划时间完成。

（3）效果性。

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得 10分（满分 10分）。

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牢牢扭住“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的根本任务，按

照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扎实做好宣传

思想文化各项工作，为梅州苏区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

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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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平性。

①群众信访办理情况，得 2分（满分 2分）。

2021 年收到群众来信来访 5 件，及时回复群众意见 4 件，

及时转办 1件，群众满意度高。

②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得 1.9分（满分 2分）。

根据市统计局的调查统计，2021年市委宣传部的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得分97.82分。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严格执行预算。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

规定，参考上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的收支预测、部门重点

工作等科学编制预算，严格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完善管理制度。按照市财政局有关要求，认真开展内

部控制建设工作，通过查找内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各

项内部控制制度，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在提升单位内部治理水

平、规范内部权力运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廉政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

（三）提高资金绩效。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特别要用

好管好上级安排的财政资金，并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遵守规章制度，严控公务支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省、市有关要求，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国内差旅、

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规章制度，按标

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公务支出，加强组织

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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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能，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重视决算工作，提升管理水平。全面落实年度决算工

作部署、编制审核、汇总报送、分析利用等管理职责，组织所属

单位编制年度决算，确保决算数据真实准确、内容完整，全面反

映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收支活动。同时，强化决算分析结果

的反馈和运用，及时发现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财

务管理。健全预算执行定期分析和督促机制，确保预算执行进度

跟上序时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规范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修订完善财务管理规

定、经费支出报销管理办法，坚持经费支出事前审批、大额开支

集体研究审议等制度。不断加强银行账户、现金和公务卡监管，

规范经费支出审批报销管理，加强国有资产采购、使用、处置等

管理，逐步形成强化预（决）算管理的长效机制。

（四）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使用及时、规范，

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