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作家协会 2021 年度部门整体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广东省作家协会

预算单位数量：2 个（含本级及下属 1 个预算单位）

填报日期：202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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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省作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中国作协指导的广东作

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省委、省政府联系我省广大作

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

（二）2021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省作协把握机遇、攻坚克难，全省文学事业和作

协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推动了广东文学事业实现新突破。

1. 组织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两为”方向、

“双百”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鼓励和帮助作家深入生活，勇于探索和创新，创作反映

时代精神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领域更好

地发挥文学的力量。

3. 做好会员的吸收、组织、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加强

与各地级以上市作家协会、各行业作协分会等组织的联系和业务

指导，通过各种方式密切与广大会员作家的沟通和联系，使本会

真正成为全省文学工作者之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会员作家

的桥梁和纽带。

4. 加强对新媒体文学创作队伍的联系和服务，团结引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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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络文学作家，推动文学新业态健康发展。

5. 开展文学培训，发现、培养文学创作、评论、编辑和翻

译的新生力量，培养扶持文学优秀人才，关心青年作家的健康成

长，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文学工作者队伍。

6. 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组织开展健康的文

学评论和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

7. 加强文学阵地建设管理，办好本会所属文学报、刊、社、

网等文学阵地，加强文学创作、研究机构建设。

8. 加强同省内外作家和港澳台等地区的作家以及海外同胞

中作家的联系和团结，开展国内和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9. 开展广东文学创作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发挥职称评

审在文学人才工作中的评价和激励作用。

10. 组织参加全国性文学评奖和组织开展全省性文学评奖

活动，对优秀的创作成果和创作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

11. 反映作家的愿望、要求，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

和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

12. 加强机关内部管理，加强机关文学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工作环境，提升机关工作

效能。

13. 完成省委、省政府和中国作家协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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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广东文学异军突起”

战略，切实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职

能，推出优秀作品，壮大文学队伍，巩固文学阵地，推动广东文

学事业异军突起、繁荣发展、走在前列。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1 年总收入 6099.1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052.02

万元，事业收入 24.80 万元，其他收入 22.34 万元。2021 年总

支出 6065.9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08.89 万元，项目支出

1557.02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1 年，省作协坚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有关部署和要

求，围绕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主心骨，唱响中国共产党好的主旋律，把握开创新时代新局面

的主基调，传承红色基因，书写红色故事，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守

正创新、在紧扣时代脉搏中锐意进取、在打造精品力作中出新出

彩，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开创全

省文学事业新局面。

（二）履职效能分析

1.整体绩效目标产出和效益情况

省作协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整体绩效目标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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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能体现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资金绩效目标设置明确、合理、细化，绩效目标与项目属

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合乎文学工作客观实际。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其中绩效产出指标全部完成，绩效效益

指标达到了预期效果。

（1）聚焦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加强思想武装。省作协始终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深化认识、深入把握“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好深化、转化两篇文章，以党的创新

理论培根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 3 月 5 日

起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

织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指定书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举办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研讨班，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和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

式，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等。落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5 类 30 个具体项目。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织

“让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青年理论学习小组、青年创作

委员会座谈会。召开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暨加强全省文学工作

者职业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发出《文为世范 行为士则——致全

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倡议书》。举办省作协加强新文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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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新文学群体职业道德培训班。先后邀请毕德、李建军、杨健、

张雪峰等专家作《学习党的历史 传承红色文化》《路遥的经验

为什么重要》《香港形势和当前任务》《百年奋斗启新程》等专

题宣讲。

（2）突出主责主业，浓墨重彩讲好党史故事。省作协发挥

组织优势，以文学精品力作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一是围绕红色革命主题策划创作。

组织全省创作党史题材作品 155 部。举行省作协庆祝建党百年十

部红色题材重点作品暨《广东文学蓝皮书（2020）》新书发布会、

研讨会，推出杨黎光长篇报告文学《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

周晓瑾长篇纪实文学《信仰——周恩来岭南纪事》，陈典松、陈

志遐长篇纪实文学《黎明之前——广州起义纪事》等作品。二是

继续组织“改革开放再出发”主题创作。陈继明长篇小说《平安

批》在《人民文学》2021 年第 1 期发表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花城出版社出版，吴君长篇小说《晒米人家》、王哲珠长篇

小说《玉色》、丁燕长篇报告文学《彭湃之母》均已完成初稿，

杨黎光、熊育群作品正在抓紧创作。三是策划系列重点题材创作。

面向全国文学界征集粤港澳大湾区题材文学作品，确定“2021

年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项目 7 部。确定“广东现实题材网络文

学精品”项目 5 部。组织创作“广东左联作家”系列传记作品，

胡子明传记文学《欧阳山全传》正式出版、许再佳传记文学《洪

灵菲传》完成初稿。入选中宣部“建党百年”主题重点跟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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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完成初稿。组织“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民生工程主题文学创作，完成 94 部

（篇）作品。组织广州抗疫、援疆、援藏等题材创作，推出一批

优秀作品。由省作协主编的《千里驰援——广东作家“抗疫”主

题作品选》（上、下卷）由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推荐吴君长篇小说《晒米人家》等 2 部入选中宣部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申平长篇小说《找魂》入选

2021 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江春燕(李慕江)《南

海一家人》、林俊敏(阿菩)《山海经三山神传》入选中国作协

2021 年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聂怡颖（三生三笑）《我

不是村官》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0 年“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

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广东优秀作家作品获得一系列文学荣

誉，胡永红长篇小说《上学谣》、吴岩科幻文学《中国轨道号》

荣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3）倡导批评精神，激浊扬清提升“粤派批评”。省作协

落实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既重视抓精品创作，又重视抓文学批评，

务求引领文学创作健康发展。一是抓好重大文学理论、重点作家

作品研究。重视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

究，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为平台，每期开辟专栏推介最

新研究成果。认真组织对丘东平、洪灵菲等左联作家，欧阳山、

陈残云、刘斯奋等经典作家，邓一光、杨黎光等实力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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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是集结全省文学评论力量打造《广东文学蓝皮书》。邀

请省内文学评论家陈剑晖、陈希、刘卫国、刘海涛等聚焦 2020

年广东文学创作概况，梳理年度文学脉络，《广东文学蓝皮书

（2020）》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三是积

极宣传推介广东优秀作家作品。承办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中国作家馆”广东主宾省活动，大力宣传推介广东文学成

果。组织《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创刊一周年座谈会暨广东文

学评论年会。开展长篇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

专题研究、举办“讲述小康路上的百姓故事”《奋斗与辉煌——

广东小康叙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了“陈诗哥的童话国《一

个迷路时才遇见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研讨会、

“大湾区文学新浪潮”广东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曾平标长篇报

告文学《初心》研讨会等 4 场研讨会。开展广东网络文学发展趋

势及创作特色研究，与《文艺报》合办“网络文学粤军”专版，

积极宣传广东网络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启动 5 卷 200 万字《广

东文学通史》编撰工作。出版《粤派批评丛书》五种。确定《广

东青年批评家丛书》出版项目 10 部。

（4）围绕跟踪服务，求真务实开展文学活动。省作协不断

强化职能转变，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努力提升服务水平，持续打

造文学活动品牌。分别组织“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作家陈继明、

吴君、王哲珠、丁燕作品等 6 场专家审读会、改稿会。由中国作

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指导、省作协会设立的“美好生活基层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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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小康样本”创作基地正式挂牌并组织采风创作活动。认真组

织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文学类）、第四届广东省中青年

德艺双馨作家初评、复评工作。联合广东省关工委等以“用青春

拥抱时代”为主题开展 2021 年广东省少年儿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征文活动。先后赴韶关市南雄、潮州市饶平、梅州

市五华、丰顺、大埔等地开展“红色文学轻骑兵”系列活动 10

场。举办鲁迅文学院广东作家研修班、2020 年度省作协新会员

培训班和 3 期“网络文学名家分享公开课”。联合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举办 2021 小学生诗歌

季。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联合佛山市作协、深圳《特区文学》

杂志社、广东佛山诗社、佛山市禅城区文联举办“第六届中国长

诗公益品鉴暨第六届中国长诗奖颁奖仪式”。配合中国作协社联

部在广州举行全国基层作协负责人著作权保护培训（华南片区），

组织全省地级以上市作协负责同志参加了培训。配合中国作协

《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工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中国

诗歌网等协办 2021 中国（东莞)森林诗歌节。

（5）强化主体责任，因地制宜拓展文学阵地。省作协强化

党管意识形态主体责任，主动肩负起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任，

严格执行“三审”制度，确保正确导向，无发生意识形态问题。

《作品》杂志开设“建党 100 周年专栏”，编辑“左联作品回顾”

专辑、“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诗选”诗歌小辑，推出一

系列党史题材优秀作品；设置“经典 70 后”“网生代@大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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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联展”栏目，推介大量中青年作品；策划推出“《作品》主编

答文学青年 100 问系列短视频”，创办“《作品》公开课”线上

文学活动，产生品牌效应。《少男少女》杂志设置“红色履痕”

“诗词中的党史故事”，组织 2021 年“发现自然之美”广东省

中小学生写作大赛、“小作家杯”校园文学创作大赛等。《粤港

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积极打造粤港澳文学评论高地，开设“青年

作家小辑”专栏，推介王威廉、葛亮等实力青年作家。广东作家

网开设“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广东红色文学作品专题”，省作协公

众号、作品微信公众号推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主题作品，全年

发稿约 1000 条。广东文学馆建设稳步推进，展品（藏品）征集、

展陈大纲和概算编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6）履行代表职责，积极主动展示风采。省作协严格按照

中国作协和省委宣传部的部署要求，着眼于体现广东实力、着眼

于推出最优代表、着眼于兼顾各方情况，经我省中国作协会员全

员推荐、广泛听取意见、充分反复酝酿、组织慎重研究、上级审

查把关，共产生 45 名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历届广东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当然代表 6 名，

推选代表 36 名，特邀代表 3 名。全体代表覆盖从事各种文学门

类创作的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编辑、文学翻译家和文学

组织工作者，包含少数民族、妇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作家代表。

本次广东代表团创造了多个“第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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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下团讨论第一站即到广东团，讨论热烈、反映很好，《文艺

报》、中国作家网均配发较长综合消息；中国作协十大最年轻的

代表江源（齐佩甲）来自广东团，系 26 周岁的网络作家，分别

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采访；《人民日报》综述近年

重点创作成果，《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脚印—人民

英雄麦贤得》、《为什么是深圳》《钟南山：苍天在上》同时上

榜，是受肯定作品最多的省份。张培忠、杨克、王世孝（王十月）、

陈启文、林俊敏（阿菩）、贺仲明、魏微同志当选中国作协第十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杨克同志当选主席团委员。

（7）深化作协改革，同心戮力抓好党的建设。省作协突出

政治功能，持续深化作协改革，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真正

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领导班子先后

赴北京、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进行学习调研。其中，张

培忠同志率队赴陕西、甘肃，围绕“广东文学如何突围而出、异

军突起”等课题开展学习调研，形成《关于省作协调研组赴甘肃、

陕西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向省委宣传部报送。持续开展系列

文学专题“深调研”工作，由党组成员分别率领调研组深入基层

一线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征集意见，先后开展了“东盟国家文

学状况以及与我国文学交流情况调研”“广东省新文学组织和新

文学群体发展状况”“广东省基层文学组织机构建设”等 10 余

个专题调研。按照德才兼备和人岗相适的要求，好中选优，配合

省委组织部，提拔了 1 名党组成员，充实了领导班子。组织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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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换届选举大会，顺利产生新一届机关党委、

机关纪委领导班子。新成立社联部党支部，将联合党支部调整为

创研部党支部，加强对新文学组织和文学社团党的建设，机关党

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进一步提升。先后组织召开省作协新任干

部集体廉政谈话会、2021 年省作协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

积极筹备成立青年创作委员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人才工作。稳步推进文学职称改革。

认真抓好会员吸收工作，吸收 139 名省作协新会员，推荐 44 名

会员成为中国作协会员。截止 2021 年 12 月，全省共有中国作协

会员 664 人，省作协会员 4142 人，各地级以上市作协、省作协

各分会会员人数 11741 人，广东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607 人，省小

作家协会会员 3389 人。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全年被中国作

协《文学工作信息》采用信息 70 余条，排名全国第一。

2. 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省作协 2021 年财政拨款总收入 6052 万元，年初财政拨款结

转结余 366 万元，全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5994 万元，年末财政拨

款结转结余 424 万元。2021 年预算执行率 93.4%，1-4 季度平均

支出进度 57.38%，预算执行进度较上年增加。其中基本支出进

度良好，全年收入 4560.92 万元，支出 4436.62 万元，预算执行

率 97.3%；项目支出经费（含上年结转资金）1857.12 万元，支

出 1557.02 万元，预算执行率 83.8%。2021 年安排省文化繁荣发

展专项资金 5 个项目，共计资金 890 万元，全年支出 6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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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 72.4%。项目预算执行进度较序时进度稍低，大部分

项目完成较好，资金支出率较高，个别项目资金当年执行率较低。

如 6 月追加安排的“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家深扎创作活动项目

367 万元，预算执行进度 15%，该项目属跨年度项目，资金支付

根据项目合同约定分阶段支付，2022 年需支付合同约定的尾款

277 万元及配套进度工作经费 34 万元，资金支出率相对较低。

由于该项目资金占比较大，导致省作协总体项目支出进度偏慢。

今后，针对跨年度项目争取资金分年度划拨，保障各年度实际支

出需求，避免资金结转、年度支出率低。

（三）管理效率分析

1. 预算编制方面。科学编制部门预算，基本支出编制准确，

合理安排人员经费、行政公用经费；部门运转性项目预算根据年

度工作内容统筹安排，优化项目设置和资金结构，充分考虑近年

来项目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归并小散项目，设置内容涵

盖文学创作、评论、交流、研讨、培训、宣传等相关工作的整合

项目，内容覆盖面广，结构合理，确保刚性支出。科学编制省委

宣传部主管的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入库，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的工

作部署，贯彻落实有关“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广东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不断夯实壮大广东主流

思想舆论阵地”“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

全南大门”等宣传工作重点任务，聚焦“出作品、出人才、出影

响力”，研究提出省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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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算执行方面。

加强预算管理。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符合财政法规，基本

支出和项目支出均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费用标准、集中支付等相

关制度；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等问题；无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加强财务管理，做好经费预算和报销

审核工作。各项活动实行请款制度，事前预判项目经费安排，及

时纠正不合理及超标准预算。审核各项经费开支，分析、监控资

金动态。严控“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各项公

务支出，近三年省作协行政经费节约考核“良好”。

加快预算执行。进一步细化落实《预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制

度》，每月编报《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报送党组领导和各部门负

责人，比对计划和实际执行的差距，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10-12 月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对项目按月进行任务分解，采取

支出进度每周一报并上会研究，切实摆脱了支出进度排名落后的

局面。2021 年度预算执行率相比去年提升 2.9 个百分点。其中

基本经费预算执行率比去年提升 2.8 个百分点，项目经费预算执

行率比去年提升 2.4 个百分点。

3. 信息公开方面。预决算信息公开、透明，公开工作符合

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和范围，公开内容全面、完整、符合要求。

2021 年度被评为“省级预算单位 2019、2020 年度预决算公开优

秀单位”。

4. 绩效管理方面。绩效管理规范，项目符合申报条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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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及调整按规定程序报批，预设绩效目标；实施过程中，项目招

投标、验收等按照规定程序履行；项目监督管理到位，执行情况

良好，对项目资金进行了有效监督、检查，每年根据省委宣传部

的要求，对申报使用的专项资金项目逐一进行了严格认真的绩效

自评。2021 年完成省委宣传部专项资金调研工作，汇报了 2020

年专项资金和省领导安排的重大项目执行情况，分析了 2020 年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存在问题和实际困难。2021 年 5 月，根据省

委宣传部的要求，完成了对分配使用的 5 个专项资金项目共 890

万元的绩效自评工作。

5. 采购管理方面。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政府采购执行率良好，采购合规性 100%，采购政策效能 100%，

超额完成 2021 年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预留份额。

6. 资产管理方面。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资

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相符，资产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固定资产使用效率高。资产账与财务账核对相符。按时报送国有

资产报表，数据完整、全面、准确。在 2021 年 2 至 6 月省审计

厅开展省级一级预算单位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延伸审计

中，省作协按要求送达了全部会计凭证，填报了大量自查数据，

对审计过程中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沟通和举证、函复等。2021

年 7 月审计报告正式印发，除停车场管理列入审计发现问题并要

求整改外，无其他财务方面问题，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针

对停车场管理问题，省作协认真进行整改，2021 年中对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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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招投标，并将车库租金收入及时上缴了非税系统。

7. 运行成本方面。总分 10 分，得分 7.4 分。

（1）“运行成本控制效果”情况。本指标满分 4 分，省作

协得分 3.8 分。其中：

单位能耗支出 18.79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前 20。

单位物业管理费35.88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前20。

人均行政支出（包含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邮电费）

16537.53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中游。主要原因是：省作协

项目支出中印刷费较高，仅下属单位《作品》杂志（月刊）办刊

经费中印刷费全年就有 605700 元，《广东文坛》报印刷经费、

出书等印刷费 142492 元，导致人均行政支出较高，这与本会工

作性质和工作内容密切相关。剔除以上因素影响，省作协人均行

政支出 6945.32 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中间靠前。

人均业务活动支出（包含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培训费、

公务接待费）5719.59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中游。省作协

项目支出中培训费较高，其中针对省内作家、会员等进行的文学

专业培训及思想培训支出就高达 269161.32 元，导致人均行政支

出较高，这与本会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密切相关。剔除以上因素

影响，省作协人均行政支出 2268.80 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前

20。

人均外勤支出（包含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

通费用）16528.31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前 20。省作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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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中差旅费较高，其中大部分是省作协举办的研讨会、文学评

论年会、作品审读会等邀请省外专家产生的费用，并且 2021 年

广东省代表团参加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往返北京机票

等费用全部计入差旅费，该部分费用为 339342 元。剔除以上因

素影响，省作协人均外勤支出 12177.77 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

前 20。

人均公用经费支出（包含办公、印刷、邮电、差旅、会议、

培训、福利、维修维护、物业管理、公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

费等）63577.74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中间。省作协工作性

质原因，项目支出中发生的每年杂志办刊产生的高额印刷费、举

办作家会员的专业及思想培训、召开的文学作品研讨会及审读会

邀请省外专家的机票等支出 1356695.32 元，导致人均公用经费

较高，剔除以上因素影响，省作协人均公用经费 46184.21 元，

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前 20。

（2）“运行成本变化”情况。本指标满分 3 分，省作协综

合得分 1.6 分。其中：单位能耗支出增长 11.79%、单位物业管

理费增长 12.41%、人均行政支出增长 3.73%、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下降 26.44%、人均外勤支出增长 60.31%、人均公用经费支出增

长 18.77%。

在这些支出中，人均外勤支出增长较大，主要原因是 2020

年疫情原因很多活动没开展，差旅支出发生少，2021 年逐渐正

常开展工作，并且 2021 年广东省代表团参加中国作协第十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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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大会往返北京机票等差旅费用较大，造成省作协人均外勤

支出增高。公用经费较上年增长较多，一是差旅费增长约 40 万

元，增长原因如前所述；二是维修维护费增长约 31 万元，原因

是办公大楼老旧，导致装修维护工程增加；三是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增长 5 万元，原因是 2020 年疫情严重，公务出车少，2021

年逐渐恢复正常；四是办公费增长约 8 万元，原因是 2020 年疫

情期间有相当一段时间居家办公，2021 年恢复正常办公。

（3）“其他支出结构合理性”情况。本指标满分 3 分，省

作协得分 2 分。其中 2020 年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占比较高，主要

是扶持作家创作的扶持资金发放多，导致 2020 年其他支出不得

分。2021 年其他支出比例正常，得分 2 分。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是预算执行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项目支出进度偏

低；二是财政资金结转结余规模较大，个别项目有较大资金结转。

今后，省作协将进一步加强资金申报及使用管理，研究完善符合

文学工作特点的项目管理办法及资金支付比例，强化预算执行，

落实绩效责任。在资金申报环节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结合实际

做准做细支出标准，科学预算编制。在资金使用环节，对照申报

文件和绩效目标，把好开支审核关，用好每一笔资金。加强项目

绩效自评工作，落实预算管理主体责任，增强绩效管理意识，提

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切实将专项资金

的作用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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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省作协 2021 年度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复核结果为较好，

无相关整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