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书画院关于 2021 年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1 年本院主要实施了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2021 年院
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和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
。宁
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由于宁夏美术馆尚未竣工投入使用，目
前主要是对美术馆物业服务进行招投标，设计了美术馆 LOGO。
“长河大道—
—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
，尚未巡展到宁夏站，且宁夏美术
馆尚未建成，且资金在 2021 年 12 月底拨付，项目暂未实施。其中，宁夏美
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2021 年院刊出版及宣传项目和艺术发展推广项
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属于每年既定的经常性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
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
是 2021 年当年新增一年期项目。我院根据单位职能制定年度计划、预算方
案，经过专家评审并通过院委会研究审议报主管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审
核后，报财政厅审批，并取得预算批复。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绩效目标为：收藏宁夏最高艺术水准
作品、全国知名艺术家作品、入选全国艺术展览作品、获奖作品（金银奖）
、
国家交流作品、民间优秀艺术家作品等 50 幅。
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绩效目标为：用于出版年度院刊，记载
知名艺术家的学术成就，以供科研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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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绩效目标为：用于实施
两个以上美术主题系列展览，进行创作展览、文化宣传和交流。
上述三个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在申报内容的范围要求内开展的，申
报的目标是制定了方案、计划、预算，经过集体会议研究确定的，是具有可
行性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绩效目标为：在宁夏美术馆竣工验
收交付使用后，让新馆馆体正常运营起来。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绩效目标为：开
展巡展 1 场。
上述两个项目申报的目标是制定了方案、计划、预算，经过专家评审，
集体会议研究确定的，是具有可行性的。由于宁夏美术馆未竣工，资金是在
12 月底拨付，项目暂未实施。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 资金计划及到位。截止 2021 年底，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
目、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和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
题系列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
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五个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996.46 万元全部到位，
由财政预算资金统一拨付，资金到位率 100%。
2. 资金使用。截止 2021 年底，共计支付项目资金 136.72 万元。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我院对每一笔收藏经费的支出均按
照艺委会专家评审管理规定进行逐笔评审、院委会研究确定、专家签字的办
法定价支付，2021 年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87.76 万元，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年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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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
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共计支出 20 万元。支出主要用于，
出版年度院刊，开展展览、报刊宣传、文化扶贫、文化下乡、送春联等活动。
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
，支出 24 万元，在节约资
金成本的情况下，开展了建党百年展、线上微展、宁夏书画院院史（人物篇）
等各项线下、线上展览，进行了文化宣传和交流，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年继续
使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支出 4.96 万元，主要用于美术
馆 LOGO 的设计和评审费，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
，经费于 2021
年 12 月底拨付，项目未实施，资金未使用，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
（二）项目管理情况。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和
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
运营项目，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
（宁夏巡展）五个项目
均有对口部门专门负责，重要事项、大额资金进行集体研究确定，收藏事宜
必须进行专家艺委会评审，财务审批程序严格。
（三）项目实施情况。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实施情况：2021 年按照年度目标完成
收藏任务，共收藏 487 幅全国、全区优秀书画院艺术作品。
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实施情况：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金牛鼎福全国版画名家携青少儿小版画作品邀请展
（宁夏站）
”
，
“东西协作情 山海共建缘主题书画展”
，开展了“喜迎新春文化惠民—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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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院写春联送祝福系列活动”
，
“妙笔绘就新村颜—宁夏书画院学党史办实
事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墙绘，捐赠书画作品、画册、书籍等文化扶贫活
动，进行报刊宣传等活动，印制出版院刊 1200 册。
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实施情况：按照计划完成
了“千秋伟业 百年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
第三节湖南文化艺术周—宁湘两地脱贫攻坚书画展，两个线下展览。开展线
上“宁夏书画院 2021 年春季写生微展”5 期、线上“以艺抗疫 凝聚抗疫磅
礴力量—宁夏书画院院在行动”3 期、
“宁夏书画院 2021 年迎新春书画微展”
10 期、宁夏书画院院史（人物篇）微展 13 期、2021 年宁夏书画院写生作品
线上展 5 期。印制“千秋伟业 百年辉煌”展览画册 1000 册。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实施情况：目前，对于美术馆物业
服务进行招投标确定了中标单位，设计了美术馆 LOGO。由于宁夏美术馆未竣
工投入使用，开馆运营项目暂未实施。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实施情况：黄河流域 9 省区
黄河文化主题美术创作展览（宁夏巡展）2021 年未到宁夏站，宁夏美术馆尚
未建成，且资金在 2021 年 12 月底拨付，项目暂未实施。
三、项目完成情况。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完成情况：2021 年按照年度目标完成
收藏任务，共收藏 487 幅全国、全区优秀书画院艺术作品。
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完成情况：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金牛鼎福全国版画名家携青少儿小版画作品邀请展
（宁夏站）
”
，
“东西协作情 山海共建缘主题书画展”
，开展了“喜迎新春文化惠民—宁夏
书画院写春联送祝福系列活动”
，
“妙笔绘就新村颜—宁夏书画院学党史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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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墙绘，捐赠书画作品、画册、书籍等文化扶贫活
动，进行报刊宣传等活动，印制出版院刊 1200 册。
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完成情况：按照计划完成
了“千秋伟业 百年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
第三节湖南文化艺术周—宁湘两地脱贫攻坚书画展，两个线下展览。开展线
上“宁夏书画院 2021 年春季写生微展”5 期、线上“以艺抗疫 凝聚抗疫磅
礴力量—宁夏书画院院在行动”3 期、
、
“宁夏书画院 2021 年迎新春书画微展”
10 期、宁夏书画院院史（人物篇）微展 13 期、2021 年宁夏书画院写生作品
线上展 5 期。印制“千秋伟业 百年辉煌”展览画册 1000 册。
宁夏回族自治区美术馆开馆运营项目实施情况：目前，对于美术馆物业
服务进行招投标确定了中标单位，设计了美术馆 LOGO。由于宁夏美术馆未竣
工投入使用，开馆运营项目暂未实施。
“长河大道——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实施情况：黄河流域 9 省区
黄河文化主题美术创作展览（宁夏巡展）2021 年未到宁夏站，宁夏美术馆尚
未建成，且资金在 2021 年 12 月底拨付，项目暂未实施。
四、项目效益情况
宁夏美术馆书画艺术作品收藏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收藏知名艺术家作品、
获奖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展览作品，积累了文化财富，记录了宁夏文化一
个时期的历程，同时具有书画研究价值。
2021 年院刊出版及文化宣传项目绩效情况：通过举办画展、组织学术研
讨，促进地方艺术创作研究，更好地宣传地域特色文化，让优秀传统文化走
出去，为促进“一带一路”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搭建平台。每年年度院刊记录
了艺术创作资料，重点研究记录知名艺术家的学术成就，具有历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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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发展推广项目（2021 年美术主题系列展）绩效情况：举办的“千
秋伟业 百年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展、第三
节湖南文化艺术周—宁湘两地脱贫攻坚书画展，两个线下展览，为省级较高
水准的作品展，受到业界一致好评，展览效果好、专业水平高、作品尺幅大、
质量好，参观人数多。进行“宁夏书画院 2021 年春季写生微展”
、
“以艺抗
疫 凝聚抗疫磅礴力量—宁夏书画院院在行动”等 36 期线上微展。通过线上、
线下展览让文化流动起来，带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展览形成的画册、院刊
均记录了这个时代和地域的人文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

宁夏书画院
202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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