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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文物工作方

针、政策，起草全市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和管理

制度并负责监督实施，拟订并监督实施全市文物和博物馆事

业发展规划。

(二)负责文物行政执法督察，依法组织查处文物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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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协同有关部门查处文物犯罪重大案件，会同有关部门处

理文物安全保卫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负责全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组

织审核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协同有关部门审核世界文化

和自然双重遗产申报项目;协同有关部门负责国家级和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推

荐申报和规划、管理、保护、监督工作。

(四)组织全市文物资源调查，申报全国、省级、市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指导全市大遗址保护、古建筑保护维修、

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文物保护

和考古发掘项目，负责全市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发掘工作。

(五)负责推动完善文物、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

导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纪念馆的业务工作;负责文物和博物馆

有关审核、报批工作，指导社会文物管理、抢救、征集等工

作，协调博物馆间的交流与协作。

(六)编制文物事业经费预算，审核并监督文物保护专项

经费使用情况，规划、指导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全市文物事业统计工作，负责机关和直

属单位国有资产账务管理。

(七)指导全市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制定全市文物和博物

馆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组织文物和博物馆人才培训。

(八)负责组织全市区域内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建设中

的文物抢救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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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拟订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科技、信息化工作规划，组

织实施重大文物保护科技项目，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

和推广。

(十)拟订全市文物资源管理利用规划，指导全市文物和

博物馆单位开放利用及文创产品的研发推广，会同有关部门

做好全市文物单位的开放管理、保护利用工作，促进文旅融

合。

(十一)管理、指导全市文物和博物馆外事工作，开展对

外及对港、澳、台地区的文物交流与合作。

(十二)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

作，贯彻落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预防和处置本部门、

本系统的突发公共事件。

(十三)完成郑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办公室(宣传处）、人事处、计划财务

处、文物考古与资源管理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处（行政审

批办公室）、博物馆和社会文物处、文物安全和执法督察处

（政策法规处）、机关党委。

（二）下属单位：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郑州博物馆、

郑州二七纪念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嵩山文明研

究院、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三）郑州市文物局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包括机关本

级预算和下属单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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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构成情况

部门机关及归口预算管理单位人员共有编制 374 人，

其中：行政编制 24 人，事业编制 350 人；在职职工 266

人，离退休人员 195 人等。

四、车辆构成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文物系统车辆情况

1、郑州市文物局机关：3辆；

2、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1辆；

3、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1辆；

4、郑州博物馆：3辆；

5、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6辆；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3辆；

7、郑州二七纪念馆：1辆；

第二部分 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21年收入预算 18507.2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8507.25 万元（财政拨款 9971.13 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0.12 万元、专项收入 0 万元、国有资

产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8536 万元、其他收入 0万元），政

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转移支付收入 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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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预算说明

2021 年支出预算 18507.2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459.84万元，项目支出 14047.41 万元。

（一）按功能科目分类，包括教育支出 22.4 万元、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295.8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566.7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74.66 万元、住房保障支

出 447.54 万元。

（二）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4459.84 万元，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436.19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775.99

万元，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247.66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

元；项目支出 14047.41 万元。

（三）主要项目：包括郑州博物馆劳务派遣服务费、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文物保护宣传经费、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

文明研究会课题资金、勘探经费、古都学会、黄河博物馆旧

址运营及维护费、二七塔场馆运营及维护费、中央补助地方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市级配套、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科研课题、科技文物保护中心、公众考古学传播、大河村运

转经费、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大运河通济郑州段及附属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资金、郑州博物馆嵩山路运转补助、社会教

育宣传经费、商都遗址分馆绿化维护管理费、商都遗址分馆

郑州城隍庙、文庙运营及维护费等。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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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 18507.25 万元，政府性

基金收支预算 0 万元。与 2020年预算相比，一般公共预算

收支预算减少 3952.75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郑州市级文

物保护专项经费由部门预算安排纳入处室安排专款、根据要

求压减一般性支出。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增加 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18507.25 万元，主要用

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 22.4 万元，占 0.12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566.79 万元，占 3.06 %；医疗卫生支出

174.66 万元，占 0.9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295.86

万元，占 93.46 %；住房保障支出 447.54 万元，占

2.42 %。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 4459.84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3683.8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离

退休费；公用经费 775.9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

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

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四）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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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0 万元。

（五）“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 42.8 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 0 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员公

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

等支出。预算数比 2020年增加 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 万

元，主要用于开展工作所需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比 2020

年增加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比 2020 年减少

11.2万元，主要原因：严格公务用车制度压缩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3．公务接待费 9.8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预算数比 2020 年减少 3.33

万元。主要原因：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控制接待标准和数

量压缩公务接待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1年，运行经费安排 211.95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行

政单位运行，其中：办公费 132.2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6 万元、公务接待费 3 万元、会议费 2 万元、维修

（护）费 0.5 万元、委托业务费 40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2.8

万元、公务交通补贴费 22.91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46 万元。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性压缩运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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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出预算经济分类情况说明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

通知》（财预〔2017〕98号）要求，从 2019年起全面实施支

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根据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的

不同特点，分设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和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两套科目之间保持对应关系。根据经济分类

科目改革要求，我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两套经

济分类科目反映全部预算支出。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政府采购预算 1633.36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

货物支出 364.47 万元，其他服务支出 1173.14 万元，工程

支出 95.75 万元，具体采购明细如下。

1、郑州市文物局

（1）空气调节设备，单价 0.65万元，数量 3台，共计 1.95

万元；

（2）其他家具，单价 0.2万元，数量 2个，共计 0.4万元；

（3）办公家具，单价 0.15万元，数量 3组，共计 0.45万

元；

（4）其他服务，单价 900 万元，数量 1 个，共计 900 万

元。

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其他专用设备，单价 7.3万元，数量 1批，共计 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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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服务，单价 5.61万元，数量 1次，共计 5.61万

元；

（3）纸张，单价 0.018万元，数量 100箱，共计 1.8万元；

（4）其他服务，单价 40.8万元，数量 2次，共计 81.6万

元；

（5）空气调节设备，单价 0.38万元，数量 6台，共计 2.28

万元；

（6）摄影、摄像器材，单价 0.6万元，数量 20台，共计

12万元；

（7）其他建筑设施建设，单价 32.75万元，数量 1项，共

计 32.75万元；

（8）其他服务，单价 9.2万元，数量 1次，共计 9.2万元；

（9）试验室设备，单价 76.075万元，数量 4组，共计 304.3

万元；

（10）其他服务，单价 58.91万元，数量 3次，共计 176.73

万元；

（11）碎纸机，单价 0.08 万元，数量 2 台，共计 0.16 万

元；

（12）修缮、装饰工程，单价 63 万元，数量 1 次，共计

63万元；

（13）办公家具，单价 2.48 万元，数量 2 组，共计 4.95

万元。

3、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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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专用设备，单价 0.33万元，数量 6台，共计

1.98万元。

4、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1）计算机，单价 0.5万元，数量 3台，共计 1.5万元；

（2）办公家具，单价 0.08 万元，数量 5 个，共计 0.4

万元。

5、郑州博物馆

（1）计算机，单价 0.5万元，数量 9台，共计 4.5万元；

（2）办公家具，单价 0.125万元，数量 80个，共计 10

万元；

（3）打印机，单价 0.21万元，数量 5台，共计 1.05万

元；

（4）扫描仪，单价 0.15万元，数量 3台，共计 0.45万

元；

（5）复印机，单价 5万元，数量 1台，共计 5万元。

6、郑州二七纪念馆

（1）计算机，单价 0.5万元，数量 3台，共计 1.5万元；

（2）空气调节设备，单价 0.38万元，数量 2台，共计

0.76万元；

（3）办公家具，单价 0.12万元，数量 9个，共计 0.69

万元；

（4）复印机，单价 0.25万元，数量 3台，共计 1.0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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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服务，单价 76 万元，数量 1 次，共计 76 万

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8辆，其中：

一般公务用车 1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7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机要通信

用车 2 辆；应急保障用车 4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1辆，单

价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23 台（套），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

上专用设备 4 台（套）。

八、预算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郑州文物部门公开了 7个单位含本级的整体绩效目标，

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25项金额 14047.41万元，详细见

附件。

九、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情况

我局 2021 年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共有 0 项。

我局将按照《预算法》等有关规定，积极做好项目分配前期

准备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根

据有关规定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公开等工作。

十、空表情况说明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本

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空表的主要原因是

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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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用于购

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

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

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

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

支出。

第四部分 附表

1．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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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10．政府采购预算表

11．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表

12．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郑州市文物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5,072,465 一、基本支出 44,598,365 

    1、财政拨款 99,711,305     1、工资福利支出 34,361,928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476,580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200     3、商品服务支出 7,759,857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5,359,96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140,474,1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33,808,1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3、基本建设项目

五、其他各项收入     4、其他项目 106,666,0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185,072,465 本年支出合计 185,07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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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物局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入

上级转移
支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185,072,465 185,072,465 99,711,305 

0560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16,429,185 16,429,185 16,427,985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7 02   01   行政运行（文物） 4,554,993 4,554,993 4,553,793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253,000 10,253,000 10,253,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93,926 393,926 393,92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9,534 349,534 349,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5,690 185,690 185,69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2,042 492,042 492,042 

056011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19,806,035 19,806,035 19,806,035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8,852,857 18,852,857 18,852,857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824 49,824 49,8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5,046 315,046 315,04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7,368 167,368 167,36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0,940 420,940 420,940 

056013 郑州二七纪念馆 12,703,123 12,703,123 12,703,123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5,000 15,000 15,000 

207 02   05   博物馆 9,314,962 9,314,962 9,314,96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21,764 1,021,764 1,021,76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7,911 827,911 827,9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9,827 439,827 439,8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3,659 1,083,659 1,083,659 

0560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10,640,781 110,640,781 25,280,821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8,992,669 108,992,669 23,632,709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0,298 220,298 220,298 



郑州市文物局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
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入

上级转移
支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0,182 490,182 490,1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0,409 260,409 260,4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77,223 677,223 677,223 

056018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4,703,753 4,703,753 4,703,753 

207 02   05   博物馆 4,071,172 4,071,172 4,071,17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7,604 47,604 47,6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2,033 202,033 202,03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07,331 107,331 107,331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5,613 275,613 275,613 

056019 郑州博物馆 18,188,426 18,188,426 18,188,426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 9,000 9,000 

207 02   05   博物馆 14,895,748 14,895,748 14,895,748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6,180 616,180 616,1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9,082 929,082 929,0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93,575 493,575 493,57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44,841 1,244,841 1,244,841 

056022 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2,601,162 2,601,162 2,601,162 

207 02   04   文物保护 2,015,595 2,015,595 2,015,595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7,606 7,606 7,60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624 30,624 30,6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3,858 173,858 173,85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2,362 92,362 92,36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1,117 281,117 281,117 



郑州市文物局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合计 185,072,465 44,598,365 34,361,928 2,476,580 7,759,857 140,474,100 33,808,100 106,666,000

0560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16,429,185 6,176,185 3,462,743 393,926 2,319,516 10,253,000 10,253,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7 02   01   行政运行（文物） 4,554,993 4,554,993 2,435,477 2,119,516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253,000 10,253,000 10,253,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93,926 393,926 393,92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9,534 349,534 349,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5,690 185,690 185,69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2,042 492,042 492,042

056011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19,806,035 3,874,035 3,218,654 49,824 605,557 15,932,000 15,932,000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8,852,857 2,920,857 2,315,300 605,557 15,932,000 15,93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824 49,824 49,8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5,046 315,046 315,04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7,368 167,368 167,36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0,940 420,940 420,940

056013 郑州二七纪念馆 12,703,123 10,181,123 8,307,892 1,097,100 776,131 2,522,000 2,522,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5,000 15,000 15,000

207 02   05   博物馆 9,314,962 6,792,962 5,956,495 75,336 761,131 2,522,000 2,52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21,764 1,021,764 1,021,76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7,911 827,911 827,9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9,827 439,827 439,8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3,659 1,083,659 1,083,659

0560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10,640,781 5,700,781 5,070,383 220,298 410,100 104,940,000 104,940,000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8,992,669 4,052,669 3,642,569 410,100 104,940,000 104,94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0,298 220,298 220,29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0,182 490,182 490,1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0,409 260,409 260,4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77,223 677,223 677,223

056018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4,703,753 3,153,753 2,634,823 68,628 450,302 1,550,000 1,550,000

207 02   05   博物馆 4,071,172 2,521,172 2,049,846 21,024 450,302 1,550,000 1,5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7,604 47,604 47,6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2,033 202,033 202,03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07,331 107,331 107,331



郑州市文物局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

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5,613 275,613 275,613

056019 郑州博物馆 18,188,426 12,911,326 9,932,823 616,180 2,362,323 5,277,100 3,551,100 1,726,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 9,000 9,000

207 02   05   博物馆 14,895,748 9,618,648 7,265,325 2,353,323 5,277,100 3,551,100 1,726,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6,180 616,180 616,1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9,082 929,082 929,0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93,575 493,575 493,57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44,841 1,244,841 1,244,841

056022 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2,601,162 2,601,162 1,734,610 30,624 835,928

207 02   04   文物保护 2,015,595 2,015,595 1,179,667 835,928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7,606 7,606 7,60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624 30,624 30,6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3,858 173,858 173,85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2,362 92,362 92,36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1,117 281,117 281,117



郑州市文物局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 185,072,465 一、基本支出 44,598,365 

    1、财政拨款 99,711,305     1、工资福利支出 34,361,928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476,580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200     3、商品服务支出 7,759,857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5,359,96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140,474,1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33,808,1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基本建设项目

    4、其他项目 106,666,000 

本年收入合计 185,072,465 本年支出合计 185,072,465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济
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

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185,072,465  44,598,365 34,361,928 2,476,580 7,759,857 140,474,100  33,808,100 106,666,000 

0560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16,429,185 6,176,185 3,462,743 393,926  2,319,516 10,253,000 10,253,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200,000  200,000  200,000  

207 02   01   行政运行（文物） 4,554,993 4,554,993 2,435,477 2,119,516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253,000 10,253,000 10,253,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93,926  393,926  393,92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49,534  349,534  349,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85,690  185,690  185,69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92,042  492,042  492,042  

056011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19,806,035 3,874,035 3,218,654 49,824 605,557  15,932,000 15,932,000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8,852,857 2,920,857 2,315,300 605,557  15,932,000 15,93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9,824 49,824 49,8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15,046  315,046  315,046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7,368  167,368  167,36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420,940  420,940  420,940  

056013 郑州二七纪念馆 12,703,123 10,181,123 8,307,892 1,097,100 776,131  2,522,000 2,522,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15,000 15,000 15,000 

207 02   05   博物馆 9,314,962 6,792,962 5,956,495 75,336 761,131  2,522,000 2,522,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021,764 1,021,764 1,021,76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827,911  827,911  827,9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39,827  439,827  439,8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83,659 1,083,659 1,083,659 

0560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10,640,781  5,700,781 5,070,383 220,298  410,100  104,940,000  104,940,000 

207 02   04   文物保护 108,992,669  4,052,669 3,642,569 410,100  104,940,000  104,94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20,298  220,298  220,29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90,182  490,182  490,1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60,409  260,409  260,4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77,223  677,223  677,223  

056018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4,703,753 3,153,753 2,634,823 68,628 450,302  1,550,000 1,550,000 

207 02   05   博物馆 4,071,172 2,521,172 2,049,846 21,024 450,302  1,550,000 1,55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7,604 47,604 47,6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2,033  202,033  202,033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07,331  107,331  107,331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济
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

项目
其他项目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5,613  275,613  275,613  

056019 郑州博物馆 18,188,426 12,911,326 9,932,823 616,180  2,362,323 5,277,100 3,551,100 1,726,000 

205 08   03   培训支出 9,000 9,000 9,000 

207 02   05   博物馆 14,895,748 9,618,648 7,265,325 2,353,323 5,277,100 3,551,100 1,726,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16,180  616,180  616,1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9,082  929,082  929,082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93,575  493,575  493,57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44,841 1,244,841 1,244,841 

056022 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2,601,162 2,601,162 1,734,610 30,624 835,928  

207 02   04   文物保护 2,015,595 2,015,595 1,179,667 835,928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7,606 7,606 7,60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30,624 30,624 30,62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73,858  173,858  173,85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2,362 92,362 92,362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81,117  281,117  281,117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185,072,465 44,598,365 34,361,928 2,476,580 7,759,857 140,474,100 33,808,100 106,666,0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_行政 1,317,110 1,317,110 1,317,110

301 01 基本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9,998,374 9,998,374 9,998,374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_行政 1,864,308 1,864,308 1,864,308

301 02 津贴补贴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2,931,984 2,931,984 2,931,984

301 07 绩效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7,393,032 7,393,032 7,393,03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 _行政 349,534 349,534 349,53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2,938,112 2,938,112 2,938,112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 _行政 185,690 185,690 185,69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1,560,872 1,560,872 1,560,872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 _行政 17,477 17,477 17,477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146,905 146,905 146,905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492,042 492,042 492,04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3,983,393 3,983,393 3,983,393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 _事业 1,183,095 1,183,095 1,183,095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64,836 164,836 164,836 200,000 200,000

302 01 办公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4,613,406 962,406 962,406 3,651,000 1,251,000 2,400,000

302 02 印刷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0,000 20,000 20,000

302 02 印刷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429,000 45,000 45,000 1,384,000 264,000 1,120,000

302 03 咨询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00,000 100,000 100,000

302 04 手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0,000 10,000 10,000

302 05 水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0,000 20,000 20,000

302 05 水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230,000 150,000 150,000 80,000 70,000 10,000

302 06 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70,000 70,000 70,000

302 06 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059,000 479,000 479,000 580,000 450,000 130,000

302 07 邮电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7,000 37,000 37,000

302 07 邮电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295,000 180,000 180,000 115,000 45,000 70,000

302 08 取暖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600,000 560,000 560,000 40,000 4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503,000 503,000 503,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4,685,100 174,000 174,000 4,511,100 4,091,100 420,000

302 11 差旅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00,000 300,000 300,000

302 11 差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605,000 505,000 505,000 100,000 10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502 09 维修（护）费_行政 435,000 5,000 5,000 430,000 430,000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302 13 维修(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850,400 250,400 250,400 1,600,000 1,600,000

302 14 租赁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38,000 138,000 138,000

302 14 租赁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2 15 会议费 502 02 会议费_行政 20,000 20,000 20,000

302 15 会议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310,800 10,800 10,800 300,000 300,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200,000 200,000 200,000

302 16 培训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84,000 24,000 24,000 60,000 6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2 06 公务接待费_行政 30,000 30,000 3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68,000 68,000 68,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40,000 40,000 40,000

302 26 劳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350,000 350,000 350,000

302 26 劳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83,984,700 423,200 423,200 83,561,500 13,911,500 69,65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2 05 委托业务费_行政 10,303,000 50,000 50,000 10,253,000 10,253,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28,381,800 76,800 76,800 28,305,000 2,842,000 25,463,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5,000 35,000 35,0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425,000 425,000 425,000

302 29 福利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0,000 20,000 20,000

302 29 福利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47,600 147,600 147,6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_行政 60,000 60,000 6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270,000 270,000 27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44,080 244,080 244,08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008,535 203,535 203,535 805,000 155,000 650,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_行政 24,600 24,600 24,6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_事业 138,800 138,800 138,800

303 01 离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451,172 451,172 451,172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1,918,536 1,918,536 1,918,536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06,872 106,872 106,872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3 06 设备购置_行政 28,000 28,000 28,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652,300 346,800 346,800 305,500 5,500 30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06 01 资本性支出（一）_事业 3,043,000 3,043,000 3,043,000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44,598,365 44,597,165

301 01 基本工资 11,315,484 11,315,484

301 02 津贴补贴 4,796,292 4,796,292

301 07 绩效工资 7,393,032 7,393,03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287,646 3,287,646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46,562 1,746,562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4,382 164,38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4,475,435 4,475,435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183,095 1,183,095

302 01 办公费 1,127,242 1,126,042

302 02 印刷费 65,000 65,000

302 05 水费 170,000 170,000

302 06 电费 549,000 549,000

302 07 邮电费 217,000 217,000

302 08 取暖费 560,000 56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677,000 677,000

302 11 差旅费 805,000 805,000

302 13 维修(护)费 255,400 255,400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302 14 租赁费 138,000 138,000

302 15 会议费 30,800 30,800

302 16 培训费 224,000 224,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98,000 98,000

302 26 劳务费 773,200 773,2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26,800 126,800

302 28 工会经费 460,000 460,000

302 29 福利费 167,600 167,6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0,000 33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447,615 447,615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63,400 163,400

303 01 离休费 451,172 451,172

303 02 退休费 1,918,536 1,918,536

303 05 生活补助 106,872 106,872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374,800 374,800



郑州市文物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428,0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98,000

3、公务用车费 330,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0,000

      （2）公务车购置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
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
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
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郑州市文物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
项目

其他项目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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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物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
和家庭
的补助

支出

商品服
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
业和经
济发展

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备注：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郑州市文物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283 16,333,605

207 02 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台 3 19,500

207 02 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家具 组 2 4,000

207 02 01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组 3 4,5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其他专用设备 次 1 73,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信息技术、信息管理软件的开发设计及采购 项 1 56,1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纸张 箱 100 18,000

207 02 04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式计算机 台 3 15,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其他服务 次 2 816,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台 6 22,8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摄影、摄像器材 部 20 120,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其他建筑设施建设 次 1 327,5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科技文物保护中心 其他服务 1 1 92,000

207 02 04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椅凳类 个 4 2,2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科技文物保护中心 试验室设备 1 4 3,043,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公众考古传播宣传 其他服务 1 3 1,767,305

207 02 04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沙发 个 1 1,8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碎纸机 台 2 1,6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修缮、装饰工程 次 1 630,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办公家具 批 2 49,5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 郑州博物馆劳务派遣服务费 其他服务 次 1 9,000,000

207 02 04 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办公设备购置 其他专用设备 台 6 19,8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 2 10,000

207 02 05 郑州二七纪念馆 办公设备购置 空气调节设备（包除湿设备） 台 2 7,600



郑州市文物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HDL-08文件柜 个 22 20,130

207 02 05 郑州二七纪念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个 9 6,900

207 02 05 郑州二七纪念馆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台 3 15,0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打印机 LBP63cdn 台 5 10,5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22-01842桌 张 3 4,5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扫描仪 D6880+ 台 3 4,5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c-002茶几 张 3 45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计算机 DT3010-F 台 7 35,0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M097椅 把 22 10,89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F019- 3沙发 个 3 2,25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HD9J-46书柜 个 3 2,565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PF-190桌 张 22 56,980

207 02 05 郑州二七纪念馆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台 3 10,500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办公家具 RQ-SL242椅 把 3 2,235

207 02 05 郑州博物馆 办公设备购置 复印机 IR4745 台 1 50,000

备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 ，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 提下，要向中小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政
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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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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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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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履取

目林

「 傑繁編冒量童櫂r菫験塞卜愛楊留斎櫂碁F奮繁曇査:暑晟干等須璧習壺傷繰嬰豊催P籠管理帯柔蓋能慣

夕、古建筑保炒繊修、近現代重要史透和代表性建筑保榜工作,姐須実施文物保榜和考古友掘政日,負責全

市文物調査、勘探、考古友掘工作:負貴指早全市文物和博物71B、 妃念竹的立分工作,指早社会文物管理、

掩救、征集等工作:指早全市文物保ナ宣4t工作,姐駅文物和博物信人オ培切|:姐駅実施重大文物保ナ科技

項目,指早全市文物和博物竹単位升放利用及文創声品的研友推声,会同有夫都r]倣好全市文物単位的丹放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保障邦州博物館新竹的正常込特 倣好芳努派遣人員的考核和費用支付

文物保炉工作的宣借
倣好 《文物法》、文化遺声保押、利用的宣

借活劫

文化遺声保榜的研究

研究邦州市文物博物鎗事立友展十四五規丸J

編市1研究工作及改善文物的生存不境、放須

文物的損毀速度、提高文物的研究水平力目

項目坪申、浮倍、申it服分
倣好文物寺項資金申報工作的坪申、系銃資

声的坪倍及申汁工作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642 92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642.92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 本支出 617.62

(2)項 目支出 1025.3

一致指林 二須指林 三吸指林 指禄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合理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銅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90% %

預算調整率 く2% %

第特猪余率 く2% %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98%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5% %

ヽ_



(2)項 目支出 1025.3

一吸指林 二奴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決算真共性 真共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及吋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後数監控完成率 100% 070

須数自澤完成率 100% %

部 |]須数坪伶完成率 ン20% %

坪倫結果成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安、消防監控服努 15.69平方米 定量指林

没各券押及吋性 及吋 定性指林

沸解社教宣特完成率 ン95% 定量指林

際列展覧完成率 ン95% 定量指林

文物保榜修隻 合格 定性指林

媒体宣倍次数 2 次数

編制完成深題数 項

項目坪倍、浮申、申汁

数
ン 15 今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弘場民族文化,友拝社

会主文精神文明建没作

用

昆著 定性指林

通道媒体対 《文物法》

的宣倍影巾人数
ン100000 人

掩掘準夏文明的精学摸

清準夏文明借承局史促

遊博物竹事立友展

促遺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服各対象満意度 ン95% %

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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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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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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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履取

目林 算層緩場諾苺ミ豊ッ』繕rま[音
l長場111暫躍野17算実誓辱嚢婁菫嚢馨帯

程

年度

主要

任各

任努名 ヽ ‐

考古友掘、勘探、調査

配合基本建没,年度完成考古友掘遺述5000余企,考古友掘面秋送10万平方米,勘
探面秋送,調査面秋迭。主要用予考古友掘中所声生的ヨト在編、技木工人工資及社

保等相美費用、民工芳9」・費、管理黄、其他友掘費、安全保工費、安全加固費、文

物保ケ費及不可預兄費等相美費用。

科研保題研究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木大学、邦州大

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弄展対中準文明逃程有重大意文的科研深題。

公余考古倍播宣特
狩考古重要学木友現、文物法律法規等釆用公益e」 意短片、遼址宣特片、寺題片、

究果片以及劫漫等形式展現出来,井送用多媒体等多神形式迭到文物保榜宣借的目

的。

文物科技保榜中心建没
力科技保夕中心デ充高科技実馳没各,殉畳破十四加速器庚惜侠系銃、激光剥強屯

感綱合等高子体辰惜分析系銃、稔定同位素庚培侠、骨肢原提取制祥系統及陶器文

物三生拍描建模展示系銃。

預算情況

部11預算忌額 (万元 ) 11064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1064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猪杓:(1)基 本支出 570

(2)項 目支出 10494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夫 定性指林

工作任勢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鏡敷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笏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調整率 く 0% %

結特結余率 〔〔0% %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禄値 度量単位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5% %

決算真共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禄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汗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後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100% %

猿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鞍 数坪介完成率 ン20% %

坪介結果庄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株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拾救性配合基本建没項

目友掘面秋
ン100000平方米 定量指林

主劫性友掘項 目面釈 ン2100平方米 定量指林

科技保榜中心ケ充高科

技実唸没各
ン4套 定量指林

完成隣段性成果扱告 12分 定量指林

文化遺声宣倍片拍援 6部 定量指林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出士土地文物浄化情況 浄化 定性指林

文物保押和科技考古水

平提升情況
提升 定性指林

文物保抄意恢的改善程

度
明塁 定性指林

科研成果的利用率 >90% %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95% %

服努対象的満意度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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ヽ 数日林申扱表

部「1ビ撃
位)名称

大臥
年度履取

目1/1N

倣好文物行政抗法工作 , 提高執法人員行政能力。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文物執法工作 文物仇法巡査

法制培り|| 行政執法培り||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 元 ) 260.42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60.42

(2)其他資金

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260.42

(2)項 日支出

一致指林 二吸指株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う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知化率 ン90% %

預算執行率 ン95% %

預算調整率 く〔5% %

姑特箱余率 ≪1% %

鑢 /



一致指林 三象指 171N 三級指林 指林位 度量単位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ン96%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池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100% %

鏡放自坪完成率 100% %

部「]後数坪介完成率 100% %

坪徐結果庄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雰完成情況

文物IXt法巡査 >200 次

法制培り|| ン10 次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工作目株依据充分性 充分 定性指林

工作目禄依据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恵体工作完成率 100% %

満意度

服努対象満意度 ン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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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覆鴫 ン
・ｔ 弓⑮需懇物罐ザ

年度履取

目林

渕 耗 鯰 蜃 趙 颯 曖 稽:書ダ雉   4
、大這河通済渠及附属文化遺声保榜

活劫

し、履行弘揚民族文化駅能升展社会教育宣借

度

要

勢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邦州博物情免費升放及正常送特 邦州博物竹場竹的日常鍵榜及返行管理

升展社会教育宣借活劫

出版竹刊、加張学木研究交流、面向公余升

展寺題沸座、升展同絡宣特、挙亦社会教育

活劫

邦州商城遺址、邦州城陰店、邦州文痛日

常生榜均管理。
三処国保単位的日常鍵榜与升放這行管理。

邦州文店迎新年撞神活劫
通辻在邦州文店挙亦一年一度的迎新年撞仲

活動,推功特銃文化建没。

古蒙浜代冶鉄遺址分竹送菅及鍵タ

古蒙浜代冶鉄遺址分竹、邦州究信店的免費

対外升放,保障展庁盗控報警没各、多媒体

没各及照明、展拒及文物庫房恒温恒湿没各

等正常這結和用屯費用。

古茉浜代冶鉄遺址分情大返河通済渠及附

属文化遺声保伊

負責古蒙汲代冶鉄遺址分竹、邦州妃信店、

永阻故城城培、大送河通済渠段及這河滑岸

林沢碑、市点展示亭安全保里和日常保浩等

工作,巡査這河遺声区及緩沖区有元達法建

預算情況

部 l]預算息額 (万元 ) 1818.84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818.84

(2)其他資金 0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291.13

(2)項 目支出 527.71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 目林相美性 相 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敷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 %



フ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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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執行率 ン90% %

預算調整率 ≪2% %

錯特結余率 ≪2% %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 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100% %

須敷自平完成率 100% %

部l薇数平介完成率 ン20% %

坪徐結果鹿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 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博物備期刊 4 期

寺題沸座 ン12 場次

参与撞仲活動的群森 ン2000 人

文物安全率 100% %

没各栓修及吋性 及 吋 定性指林

保浩及吋性 及 吋 定性指林

数益指林

履駅数益

工作目林依据充分性 充分 定性指林

工作目林依据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工作目林依据有数性 有数 定性指林

忠体工作完成率 100% %

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

部 |]目 林実現率 100% %

満意度
群余満意率 ン90% %

対日部l]満意率 ン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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蟄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年度 )

^ズ
D
多

ヽ

0
即 日 ぶ

`錮
% ｀《社

=ジ噺玩1市大河村考古遺址公園
い'動

年度履取

目林
1、 免費升放工作,2、 大河村国家考古遺址公国建没工作

年度

主要

任雰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免費升放工作

1.碗保全年免費升放安全平稔有序 :2.持象

提升免費升放及服努水平 :3.園満完成各項

重要接待任各。

大河村国家考古遺址公国建没工作

1.完成景況工程区域施工:2.完成仰詔文化

博物館建筑主体姑杓施工;3.完成核心保榜

区 (不合現博物情区域)施工。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470.38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470.38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315.38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級指椋 三坂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本目う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刻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90% %

預算凋整率 く〔2% %

姑特結余ネ く〔2% %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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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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ヽ二象指林 三級指株 指林値 度量単位

4
副

／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うに 定性指林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遍 ″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株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坪介結果座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各完成情況

年度参況囲体 ≧〕300 今

参規恵人数 >〕 70000 人次

致益指林

履取数益

工作目林依据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忌体工作完成率 ン95% %

満意度 現森満意率 ン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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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須放目林申扱表

i)

ミ
「l守【珈1/ヽ

′
vo繰

師 (単

2)名称 ・t1/ ヽ1揚

^」

「
▼

~熟

響晨ノ
墜明研究院

年動 豪
目林 硼 量μ藻翼           後妥首変易獣蝶F古

都文化研究和宣借;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升展文明探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炊人癸学、所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飯域升

展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嵩山文明研究,探索研究嵩山地

区人癸起源、早期文明起源、中原古都群、及 “天地之

中"等学木研究 LJ科研活動。

升展邦州古都文化的研究和宣倍
対邦州市古都文化逆行研究和宣借,以及対邦州及其附

近古都群逃行研究、保夕、利用及宣借等工作。

升展全市文化遺声保押管理和監沢l監控
委托青並机拘利用野外和現場作立、監淑I数据整理分析

等手段,対世界文化遺声登封 “天地之中"所史建筑群

保存状況和保グ1管理工作逃行坪倍。

升展全市建没項目文物勘探

力建没項目提供文物勘探,探 明地下文物分布情況,力
考古友掘及保伊地下文物安全提供依据,井倣好全市勘

探立努管理監督指早,姐須技木貝選行立雰培切|、 考拭

、考核等工作。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653.44

1、 資金来源:(1)スオ政性資金 1653.44

(2)其他資金 0

資金結杓:(1)基 本支出 60.24

(2)瑛 目支出 1593.2

一致指林 二致指林 二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ウく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 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綱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 %

預算調整率 く【2% %

結特結余率 ≪2% %

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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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経費
″
控制率 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9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株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盗控完成率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須数坪伶完成率 ン20% %

坪倫結果座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出版研究会刊物 2 本

出版 《古都邦州》余志 4 期

出具年度盟沢1坪倍報告 1 本

文物勘探面秋 )〕 1800 万平方米

数益指林

履取敷益

工作目林依据充分性 充分 定性指林

工作目林依据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工作目林依据有数性 有敷 定性指林

恵体工作完成率 100% %

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

部i]目 林実現率 100% %

満意度

群余満意率 ン95% %

対日部|]満意率 ン95% %



附件3:

市吸部門 (単位)整体須数日林申扱表

4 ミ

馨「才桑
年唇|

駅
竃 原夏霧ITEF竃

目F要
弓雇テ

l更
好研究保押近現代革命文物 ,

′                _

ヽ

年度

主要

任努

こ。.."1多乙勧V 区二万
ア

「

~ 

主要内容

二七塔場竹透菅及雄タ
保iI二七妃念塔及究念堂正常這特及安全 ,

満足物立管理及水屯

免費升放工作

保江二七究念塔及百年邦州竹正常免費升

放,持紋提升免費升放服雰水平,提升免費

升放群余満意度。

預算情況

部11預算恵額 (万元 )
1270.3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270.31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猪杓:(1)基本支出 1018.11

(2)項 目支出 252.2

一致指林 二坂指林 三奴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うぐ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知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90% %

預算凋整率 く 2% %

結特猪余率 く 2% %



指1/TN値 度量単位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三公径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殉扶行率 ン9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合規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分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ン20% %

坪倫結果庇用率 100 %

妃念竹年刊
朋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年度恵人次 600000 人

年度参規困体 500 企

巡展報告 40 場

充分 定性指林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工作目林依据充分性

工作目林依据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

ン95% %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対日部 I]満 意度 ン95% %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单位编码 056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贺君 联系人 王佩娟

联系电话 6718940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7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7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93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93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主要以1）改善文物的生存环境、放缓文物的损毁速度、提高文物的研究
水平为目标，通过投入专项文物科技保护经费，开展文物科技保护项目，实施文物科技保护工程，显著加
强文物保护的科技支撑，提升我市的文物保护利用和展示能力，助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2）研究郑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研究工作，谋划、指导文物博物
馆事业发展方向、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经费构成主要为规划编制委托咨询费用

立项依据

1、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
果，通过交流探讨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国家文物局《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重要论述精神的通知》（文物政发【2015】1号）。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
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4、根据《中共郑
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郑文〔2009〕179号)，郑州
市文物局职责第八条：组织指导全市文物、博物馆的科研工作；负责编制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科技信息化建
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工程，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5、根据《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抓好十大任务九大支撑性工程六
项基础性工作近期重点任务的通知》要求，要加快建设传承创新示范区，全面提升文化影响力，安排专项
课题，深入研究嵩山文化、黄河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等郑州文化发展脉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
果，通过交流探讨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国家文物局《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重要论述精神的通知》（文物政发【2015】1号）。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
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4、根据《中共郑
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郑文〔2009〕179号)，郑州
市文物局职责第八条：组织指导全市文物、博物馆的科研工作；负责编制全市文物和博物馆科技信息化建
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工程，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5、根据《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抓好十大任务九大支撑性工程六
项基础性工作近期重点任务的通知》要求，要加快建设传承创新示范区，全面提升文化影响力，安排专项
课题，深入研究嵩山文化、黄河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等郑州文化发展脉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分别是编制《郑州地区气候环境变迁与华夏文明演进的关系》、《郑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
四五发展规划》，达到专家评审要求、为十四五期间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宏观指导，加快文
化遗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分别是编制《郑州地区气候环境变迁与华夏文明演进的关系》、《郑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
四五发展规划》，达到专家评审要求、为十四五期间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宏观指导，加快文
化遗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分别是编制《郑州地区气候环境变迁与华夏文明演进的关系》、《郑州市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
四五发展规划》，达到专家评审要求、为十四五期间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宏观指导，加快文
化遗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编制完成二项研究课题 =2项

质量 政策研究报告 合格

时效 项目工作计划完成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为十四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
供宏观指导

提升

对挖掘华夏文明的精华摸清华夏文明传
历史提供指导

提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配备完备性 完备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宣传经费

单位编码 056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潘振萍 联系人 王佩娟

联系电话 6718940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03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03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53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53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文物遗存、文化遗产研究工作要求和郑州市文物局
职能分工，深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基础研究，为文化遗产日常保护、管理、利用、宣传提供智力支持。

立项依据
　　　　当前文物宣传力度与文物工作需求仍有差距，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仍需提升。亟需不断增强文
物社会宣传，扩大宣传普及范围，提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国家文物局、郑州市委市政府均对开展文物
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当前文物宣传力度与文物工作需求仍有差距，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仍需提升。亟需不断增强文
物社会宣传，扩大宣传普及范围，提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国家文物局、郑州市委市政府均对开展文物
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依据郑州市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预期提供展览展示活动2场（次）博物馆日、遗产日，与2家媒体开展深度合作，策划专题宣传报道活
动。进一步拓宽文物宣传覆盖的区域和公众范围，让更多的公众了解郑州历史文化，向社会传达文化遗产
领域的主流声音，努力取得宣传实效，力争公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预期提供展览展示活动2场（次）博物馆日、遗产日，与2家媒体开展深度合作，策划专题宣传报道活
动。进一步拓宽文物宣传覆盖的区域和公众范围，让更多的公众了解郑州历史文化，向社会传达文化遗产
领域的主流声音，努力取得宣传实效，力争公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预期提供展览展示活动2场（次）博物馆日、遗产日，与2家媒体开展深度合作，策划专题宣传报道活
动。进一步拓宽文物宣传覆盖的区域和公众范围，让更多的公众了解郑州历史文化，向社会传达文化遗产
领域的主流声音，努力取得宣传实效，力争公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媒体宣传数 =2

质量 活动开展完成率 =100%

时效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媒体报道影响人数 =100000人

环境效益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受益者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配备 健全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项目评审、评估、审计服务费

单位编码 056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翼 联系人 王佩娟

联系电话 6718940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全市文物保护单位规划方案编制评审，文物保护维修项目预概算及决算评审、文物数字
化保护方案评审、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评审、绩效评价及审计服务。

立项依据

文物保护规划方案编制评审费：按照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主管部门应该组织第三方机
构对申报经费的有关项目进行评审，确保资金分配意见更为精准，最大程度的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按照国家、省级文物部门的要求，市级文物部门需要对上级文物部门初步批复同意的规划方案进行核准，
对市级审批事项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出具初步意见，保证我们的行政决策更为科学。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文物保护规划方案编制评审费：按照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主管部门应该组织第三方机
构对申报经费的有关项目进行评审，确保资金分配意见更为精准，最大程度的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按照国家、省级文物部门的要求，市级文物部门需要对上级文物部门初步批复同意的规划方案进行核准，
对市级审批事项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出具初步意见，保证我们的行政决策更为科学。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依据郑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做好文物保护维修项目预、概算及决算评审、文物数字化保护方案评审、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方案评审、绩效评价服务。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做好文物保护维修项目预、概算及决算评审、文物数字化保护方案评审、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方案评审、绩效评价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做好文物保护维修项目预、概算及决算评审、文物数字化保护方案评审、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方案评审、绩效评价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评审审计项目数 =20

质量 项目评审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文物本体保护提升 较好

受益对象满意度 =85%

环境效益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配备 健全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博物馆劳务派遣服务费

单位编码 056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尚红林 联系人 王佩娟

联系电话 6718940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9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9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3307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3307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也是“郑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郑州市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省级文明单位，全年免费开放。主要社会职能有
文物征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及公共教育等，担负着宣传郑州历史、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任。
    其中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68号，占地面积14.8亩，建筑面积11291平方米，其中主
展馆8337平方米，1999年12月开馆，2004年7月免费开放，嵩山路馆的正常运转，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需求，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社会职能。
    另郑州博物馆新馆位于常西湖新区，汇文路以东、汇智路以西、传媒南路以南、文博大道以北，设计占
地面积112.70亩，建筑面积14.70万平方米,展厅面积2万平方米，公共空间面积4.5万平方米。新馆建设工程
项目建议书经郑州市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2月23日批复（郑发改审批【2017】108号），总投资15.10亿元
。根据项目建设计划，2020年试运营。
    因郑州博物馆规模的扩大，该项目的设立不仅能保障场馆正常运转，在一级馆达标的基础上，更能充分
弘扬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主要项目包括：讲解社教服务；陈列展览服
务；文物保护修复服务；设备养护服务；安、消防监控服务。

立项依据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原则同意市文物局申请博物馆开办及前期运营经费”的精神
(会议纪要（【2019】22号），郑州市财政局于2019年5月28日向市政府进行了请示《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对
《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请示》反馈意见》。根据郑州博物嵩山路馆开馆以来运行情况及
新馆开馆和2020年的运行计划，经郑州市财政局批准由郑州市文物局于2019年9月通过郑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了为期3年(2019年8月至2022年7月)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该项目中标价为
3099.21万元。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也是“郑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郑州市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省级文明单位，全年免费开放。主要社会职能
有文物征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及公共教育等，担负着宣传郑州历史、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任。
     因郑州博物馆规模的扩大，现有人员不能满足工作需求，该项目的设立不仅能保障场馆正常运转，在
一级馆达标的基础上，更能充分弘扬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根据要求对郑州市文物局政府购买服务进行了事前评估，该项目设定正是从文物、展览、教育、文创
、交流及服务等要素着手；目标值也是基于新馆的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运行而设定，也是基于构建郑
州市、河南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的长远作用而设定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绩效目标的可持续性
。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郑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按月支付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为郑州博物馆新馆开放所需提供各类服务具体为：讲解社教服务；陈列展览服务；文物保护修复服务；设
备养护服务；安、消防监控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预期计划提供讲解社教服务服务、陈列展览服务、等面对社会公众服务，满意度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专题讲座场、次 ≥12

文物保护修复服务 ≥20

安、消防监控服务 15.69万平方米

质量

设备养护服务 及时

讲解社教完成率 ≥100

陈列展览完成率 ≥100

文物保护修复 合格

时效

安、消防监控时长 24小时/天

设备养护检查每日 2次

开放时间 全年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加深观众对历史文化的了解 显著

对弘扬民族文化，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作用

显著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观众参观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备完备性 完备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日常管理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雪珍 联系人 李腾巍

联系电话 5683531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每年委托专业机构利用野外和现场作业、监测数据整理分析等手段，对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保存状况和保护管理工作进行评估，确保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及真实性、完整性的保存和延续。并
为监测预警体系指标的研究和制定、监测体系预警功能的实现、世界遗产信息化建设、世界遗产的科学保
护传承提供数据和依据。

立项依据
2011年，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函【2011】1669号），
明确要求各遗产管理机构必须实现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确保监测工作持续高效开展
。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世界遗产监测是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遗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登封“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日常监测监控工作是我单位需长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2013年3月世界文化遗产丽江
古城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国家文物局专门下文要求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必须消除“重申报、轻保
护管理”的错误倾向，大力将强日常监测和巡视，确保遗产安全。《国家文物局关于登封“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文物保函〔2012〕800号）对建筑群监测和
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及国家文物局每年监测工作部署对世界遗
产监测工作开展、监测报告申报提出了要求。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展日常监测管理工作。定期对监测报告进行梳理，做好监测数据档案的管理工作和跟
踪研究。为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组建由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院长为组长的项目
领导小组，加强统筹管理和监督。二是定期召开项目汇报会议，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三是组建以古建专家
为主导的项目实施团队，确保项目成效。四是坚持突出重点，合理安排资金，保障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1、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展日常监测管理工作。
2、委托专业机构围绕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永久保护的遗产本体（含附属文物）、古树名木、影
响因素、安全保障、监测工作等5个方面展开工作。遗产监测以仪器监测为主，辅以“目测”和实地巡视
检查，突出数据和影像，对遗产本体实行量化监测和常规监测。
3、对世界遗产文物本体进行现场勘察和病害调查，建立遗产保存现状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选取关键
病害部位开展长期密集监测，并根据监测数据定期评估安全隐患及其变化趋势，为及时提出保护措施、实
施预防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4、结合监测体系平台建设，进一步明确对各类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应用于决策管理的分项功能设
计及具体操作流程，增强系统的实用性，不断完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5、根据遗产保护管理的实际需求，按照轻重缓急，制订具体的实施保护方案和分阶段工作计划，明确阶
段性目标和绩效方式，增强方案的可操作性，编制年度监测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
6、定期对监测报告进行梳理，做好监测数据档案的管理工作和跟踪研究。
6月底完成上半年监测、记录、分析和日常监测巡视，12月底完成监测巡视、监测数据收集、监测数据整
理分析评估和年度监测报告。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护和管理好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能够确保其突出普遍价值及真实
性、完整性的保存和延续，满足遗产地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满足国家文物局监测报告编制要求，促进世界
遗产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带来可观的旅游、住宿、餐饮等收入，拉动我市的GDP。

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监测巡视两次、评估报告一篇；2）质量指标：全面监测，覆盖8处11项遗产；3）效果指
标：服务对象满意度，95%以上；4）社会效益指标：：打造城市名片，增加旅游收入；满意度，95%以
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监测巡视 =2次

年度监测评估报告 =1本

质量 遗产本体监测覆盖率 =100%

时效 完成遗产年度监测报告及时率 ≥9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增加旅游收入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完整度 ≥9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度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与登封市文化旅游局协作完成世界文化
遗产本体监测

≥90%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监测报告共享 国家、省、市、县四级共享

其它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古都学会

单位编码 056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建华 联系人 李腾巍

联系电话 5683531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要是对郑州市古都文化进行研究和宣传，以及对郑州及其附近古都群进行研究、保护、利用及宣
传等工作，进而提升郑州软实力，为促进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入列中国八大古都、成为世界历史都市联盟会员，不仅是郑州市古都文化研究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
古都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提升了郑州在全国乃至国际的影响力。但是，郑州作为一座“新古
都”在古都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宣传还很不深入和广泛，国内外学者及广大市民对郑州的古都地位的认识还
不一致。特别是2011年9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其中，
“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创新区”建设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这一定位既是基于中原丰富
文化资源现实基础考虑，也体现了国家对中原经济区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为河南的首府，郑州对于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负有重要的历史义务，做好郑州及其附近古都群的研究、保护、利用及宣传
工作，正是对这一重要任务的具体体现。该项目的开展不仅可以稳固郑州的古都地位，为郑州顺利成为世
界历史文化名城做好充分理论准备，对中国古都学研究乃至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为了进一步做好古都研究工作，打造郑州古都品牌，提高郑州的知名度，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增加
郑州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创新区建设，此专项经费是重要的资金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家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郑州古都学会章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内部资料连续性出
版物管理办法》和省市出版相关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继续开展郑州古都学会开展宣传和学术研究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该项目通过对郑州市古都文化进行研究和宣传，以及对郑州及其附近古都群进行研究、保护、利用及宣
传，不仅可以稳固郑州的古都地位，为郑州顺利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做好充分理论准备，对中国古都学
研究乃至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出版发行4期会刊《古都郑州》；出版专著《古都郑州文化风采》（暂定名）。2）质量指
标：出版杂志和专著符合出版要求；《古都郑州》会刊发放至全国20多个古都城市、100多个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3）时效指标：2021年底前；4）效果指标：提高郑州古都学研究水平；相关领域学者满意度大于
80%。5）影响力指标：使得郑州八大古都地位得到认可和稳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出版古都研究书籍 =1本

《古都郑州》杂志 =4期

质量 出版书籍和杂志 符合出版要求



产出目标

时效 书籍和杂志 2021年底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郑州古都学研究水平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领域学者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相关管理 规范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八大古都地位 认可和稳固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黄河博物馆旧址运营及维护费

单位编码 056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建华 联系人 李腾巍

联系电话 5683531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32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32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32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32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满足单位消防安全、保卫、办公及展示需要，博物馆本体的物业管理、物业、绿化、消防、水电费及暖气
费的基本支出，保证单位正常运转。

立项依据
《关于黄河博物馆老馆管理使用等问题的会议纪要》（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14〕
11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满足单位消防安全、保卫、办公及展示需要，博物馆本体的物业管理、物业、绿化、消防、水电费
及暖气费的基本支出，保证单位各项职能得以履行。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我院及财政相关经费支出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满足消防安全、保卫、办公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和水、电、通讯等日常办公需要的实际消费支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该项目满足单位消防安全、保卫、办公及展示需要，博物馆本体的物业管理、物业、绿化、消防、水电费
及暖气费的基本支出，保证单位各项职能得以履行。

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满足单位2021年消防安全、保卫、办公及展示费用以及博物馆本体的物业管理、物业、绿
化、消防、水电费及暖气费的基本支出费用；2）效果指标：保证单位2021年度正常运转。3）影响力指
标：提高郑州的历史文化地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水电气暖支出 保证单位正常运转

质量 单位开展工作 正常

时效 单位日常工作 正常运转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郑州历史文化水平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业务部门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推动嵩山文明研究工作 保证

人力资源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的历史文化地位 提高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勘探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雪珍 联系人 李腾巍

联系电话 5683531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3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35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35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勘探经费项目主要是通过文物勘探工作查明建设项目宗地区域内地下文物分布状况，为考古发掘和文物保
护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保护地下文物免遭建设性破坏，配合房地产基础经济建设。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文物钻探是调查了解地下文物遗迹分布情况的重要手段，
是进行考古发掘的依据，也是保证地下文物免受建设性破坏和保证建筑工程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
必须依法在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工程范围内进行文物调查及钻（勘）探工作。”的规定，以及《河南省文
物保护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以及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
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当地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项目范围
内及其取土区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之规定。积极完成文物勘探工作，做好对文物的保护工作，以免地下
文物遭受损失。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文物钻探是调查了解地下文物遗迹分布情况的重要手段，
是进行考古发掘的依据，也是保证地下文物免受建设性破坏和保证建筑工程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
必须依法在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工程范围内进行文物调查及钻（勘）探工作。根据我市关于《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的通知》郑政文【2017】183号文和《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
2017】228号文相关文件要求考古调查勘探费用以4元/平方米的标准按调查勘探面积计入土地收储成本并
拨付单位使用，此项费用列入部门预算，采取预拨年终据实结算方式管理。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文物勘探工作规程》
《郑州市文物勘探工地纪律管理制度》
《郑州市文物勘探管理办公室岗位及工资标准管理办法》
《文物勘探管理办公室廉洁自律工作制度》
《郑州市文物勘探质量复核办法》
《郑州市文物勘探质量验收办法》
《文物勘探档案管理制度》
《勘探办财务管理制度》
《服务质量回访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在文物勘探管理办公室聘用临时用工人员，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2、围绕业务管理职能定位，成立勘探部，将临时用工人员分成三组，设置业务科、质量验收科、督查
科，人员充实到各个科室，设定各个科室的职责与工作范围，围绕服务项目建设和确保工作质量两大中
心，出台相关制度、章程；
3、针对我市文物勘探任务量的不断攀升，适时地聘请勘探服务公司，确保项目工程建设如期推进；
4、加强勘探队伍工作的管理，坚持统筹质量与工作进度的关系，在确保工作质量、文物保护等方面拿出
切实可行的措施；
5、定期对办公室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其自身的业务能力；
6、每周二上午召开业务例会，现场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调整办公室工作思路和
工作措施，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章程。
预计全年完成勘探面积1835万平方米。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勘探经费项目主要绩效目标是配合社会经济建设项目的建设，为建设项目提供文物勘探，探明地下文物分
布情况，为考古发掘及保护地下文物安全提供依据。2021年预计完成勘探面积为1835万平方米，预计签订
文物勘探协议数量为200个，漏探面积的比例不超过2%。



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
2021年预计勘探面积为1835万平方米；预计签订文物勘探协议数量为200个。
2）质量指标
漏探面积比例不超过2%。
3）产出指标：
产出时效为进入勘探现场及时率大于98%。
4）效果指标：
完成建设项目勘探工作，保护地下文物、加快城市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房地产经济
发展水平的明显提高；文物勘探服务对象满意度大于90%。
该项目绩效指标的设定充分考虑文物勘探服务的特点，综合考虑以往年度文物勘探的实际情况，设定具有
可考核性和可实现性指标及量化、定性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勘探面积 ≥1800万平方米

签订文物勘探协议数量 ≥200个

质量 漏探面积比率 <2%

时效 进入勘探现场及时率 ≥98%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

房地产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

社会效益
完成建设项目勘探工作，加快城市经济
建设

加快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课题资金

单位编码 056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建华 联系人 李腾巍

联系电话 5683539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本项目围绕嵩山文明，开展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发展研究和学术交流开展
嵩山文明研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并通过《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网》、《嵩山文明研究通讯》和《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丛书》等载体传播古都文明和中华文明等工作职能，开展立足于嵩山区域，围绕人类
起源、早期文明起源、中原古都群、根源文化及“天地之中”等学术领域，广泛开展课题研究，举办学术
交流活动，出版学术论著，建立网站，创办通讯等工作。

立项依据 《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安排郑州嵩山文明专项研究经费预算的请示》批件  郑文物【2010】86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通过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这一知名学术平台实施，对重新认识嵩山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核心地位，重塑嵩山文化的根源性，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促进郑州的历史文化研究及
宣传，加快郑州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提供重要理论保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试行）
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课题经费资助管理办法（修订稿）》
3、《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将开展中华文明探源、黄河文化、《中华传统中文化研究》研究工作，资助课题研究，资助出版研究专
著，印刷出版研究会刊物。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该项目立足于嵩山区域，围绕人类起源、早期文明起源、中原古都群、根源文化及“天地之中”等学术领
域，广泛开展课题研究，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出版学术论著，建立网站，创办通讯等工作，推动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和发展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创新，增强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提升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构建。

年度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开展中华文明探源、黄河文化等课题研究；出版《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2020年研
讨会论文集），约30万字；资助出版嵩山文明研究专著两本；印刷出版研究会刊物。2）质量指标：图书
出版质量符合相关出版规定。3）时效指标：2021年底前；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100%；5）
社会效益指标：提高郑州的历史文化地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出版研究会刊物 =2本

出版图书数 =2本



产出目标

数量
出版《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2）020年研讨会论文集

≥300000字

质量 图书出版质量 符合相关出版规定

时效 图书和刊物出版时间 2021年底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郑州历史文化研究水平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历史文化研究关注度 提高

其它



郑州二七纪念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二七塔场馆运营及维护费

单位编码 056013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江山 联系人 闫志敏

联系电话 6696697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8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8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8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8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二七纪念堂南配楼已基本完成改造，已设立《百年郑州》展馆并对外开放；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旧址主
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打造展览后也将对外开放。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厅会议纪要﹝2018﹞44号二
七纪念馆工作运转经费纳入市财政支出，确保弥补因拆迁产生的资金缺口。该项目主要用来支付物业管理
费等其他日常运转费用。

立项依据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厅会议纪要﹝2018﹞44号二七纪念馆工作运转经费纳入市财政支出，确保弥
补因拆迁产生的资金缺口。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二七纪念堂南配楼已基本完成改造，已设立《百年郑州》展馆并对外开放；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旧址主
体建设已基本完成，打造展览后也将对外开放。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厅会议纪要﹝2018﹞44号二
七纪念馆工作运转经费纳入市财政支出，确保弥补因拆迁产生的资金缺口。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6月份执行60%,9月执行80%，全年度完成1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执行，我馆将全面做好按时免费开放的管理运行与安全保证等工作，更好推进文化传播和社
会教育。

年度绩效目标 预期陈列展览条件提升10%，服务质量提升20%，民众满意度提升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公益开放时间 ≥9&&≤17

质量 是否保障馆内正常运转 是

时效 场馆是否按时开放 按时

成本 经费是否节约 节约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服务水平 =2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提升满意度 =2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是否合理 合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是否有专门部门负责 是



影响力目标
配套设施 是否保障设备正常运转 是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二七纪念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市级配套

单位编码 056013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江山 联系人 闫志敏

联系电话 6696697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722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722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722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722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二七纪念馆主要承担研究近现代革命文物，弘扬红色革命文化的任务，2009年至今一直坚持免费开
放，常年通过基本陈列、专题展览、报告与巡展、青少年德育活动、拥军优先工作、共建单位结对等内容
形式开展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工作，该项目经费用来支付免费开放日常费用，保证以上活动顺利开展
。

立项依据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6年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免费开放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财教科
〔2015〕99号）。
规划期工作目标：
按照免费开放资金使用办法要求对纪念馆进行日常维修改造、改善陈列布展和馆藏条件、购置设备等，提
升二七纪念馆的服务能力。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6年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免费开放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财教科
〔2015〕99号）。
规划期工作目标：
按照免费开放资金使用办法要求对纪念馆进行日常维修改造、改善陈列布展和馆藏条件、购置设备等，提
升二七纪念馆的服务能力。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6月份执行60%,9月执行80%，全年度完成100%。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执行，我馆将全面做好按时免费开放的管理运行与安全保证等工作，更好推进文化传播和社
会教育。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执行，预期服务质量提高20%，民众满意度提升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公益开放时间 ≥9&&≤17

质量 场馆是否正常运转 正常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费使用是否节约 是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服务水平 =2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提升满意度 =2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是否合理 合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是否有专门部门负责 是

配套设施 是否保障设备正常运转 是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公众考古传播宣传

单位编码 05601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顾万发 联系人 李艳

联系电话 0371-6797542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0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0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96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96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时讲话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
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文字都活起来。”尤其指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集体传播、
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按照国家、省市系列文化发展战略，我们积极探索展开公众考
古，努力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促进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促进古为今用，促进考古对现代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立项依据
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
若干意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国办发〔2016〕36号）文件,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郑州市文物局（郑文物办【2017】1号）文件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按照国家、省市系列文化发展战略，为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宣传的广度，推进知识普及的力度和
深度，使文物保护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增强广大民众保护传统历史文化和遗产资源的意
识，我们积极探索展开公众考古，通过公益创意短片、遗址宣传片、专题片、纪录片以及动漫等大众喜闻
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展现出来，努力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促进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促进古为今用，
促进考古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我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动员各力量，做好文物保护工
作”，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宣传的广度，服务于宣传我市八大古都历史地位，宣传我市打造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工作，我院将考古重要学术发现、文物法律法规等采用公益创意短片、遗址宣传片、
专题片、纪录片以及动漫等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运用多媒体等多种介质开展文物
、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达到文物保护宣传的目的，落实好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文化战略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我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动员各力量，做好文物保护工
作”，进一步扩大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宣传的广度，服务于宣传我市八大古都历史地位，宣传我市打造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工作，我院将考古重要学术发现、文物法律法规等采用公益创意短片、遗址宣传片、
专题片、纪录片以及动漫等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运用多媒体等多种介质开展文物
、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达到文物保护宣传的目的，落实好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文化战略

年度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讲话精神—“让文物活起
来,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动员各方力量,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强化人民群众多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宣
传考古遗址，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增强广大民众文物保护意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文化遗产宣传片拍摄 6

考古廉漫画大赛政 1

考古系列书籍 1

质量

廉政漫画大赛参与度 2000人

公益宣传片完成率 100％

公益宣传片传播度 10000人

时效
公益宣传片拍摄的及时性 及时

廉政漫画大赛举办的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文物保护意识的传播 提高

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度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公众考古传播宣传机制的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机制的完备性 完善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科技文物保护中心

单位编码 05601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顾万发 联系人 李艳

联系电话 0371-6797542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135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135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17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17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全国文物普查表明，郑州可知有
8651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几十万件藏品。作为华夏文明历史传承创新区，郑州正在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郑州作为八大古都，出土文物异常丰富，科技考古是考古学重要的
内容之一，没有科技考古的成果支撑，做不出学术成果，今后3-5年内，省委省政府将启动河南文明探源
工程，其中仰韶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遗存丰富，均需要科技考古的支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
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如C14年代测定、DNA人骨测序、稳定同位素分析、孢粉分析、动植物分析、土
壤微结构分析等方法，提高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的资料信息采集的科学性以及采集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推
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院特开展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项目。

立项依据

我院于2011年获批国家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及设计资质。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一章第五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物保
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第四章 第三十三条 从事馆藏文物修复、复制
、拓印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从事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所需的场所和技术设备；
根据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博发【2014】25号《可移动文物修复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一章 第四条 可移
动文物修复包括价值评估、现状调查、病害评测、方案编制、保护修复实施、效果评估、档案建立、预防
性保护等活动；第二章 第七条（二）工作场所和技术设备应满足《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规范化建设与
仪器装备基本要求》（GB/T30238-2013）规定的区域技术中心以上的标准条件和功能。】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全国文物普查表明，郑州可知有
8651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几十万件藏品。作为华夏文明历史传承创新区，郑州正在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郑州作为八大古都，出土文物异常丰富，科技考古是考古学重要的
内容之一，没有科技考古的成果支撑，做不出学术成果，今后3-5年内，省委省政府将启动河南文明探源
工程，其中仰韶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遗存丰富，均需要科技考古的支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
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如C14年代测定、DNA人骨测序、稳定同位素分析、孢粉分析、动植物分析、土
壤微结构分析等方法，提高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的资料信息采集的科学性以及采集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推
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院特开展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项目。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如DNA人骨测序、稳定同位素分析、孢粉分析、动
植物分析、土壤微结构分析等方法，提高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的资料信息采集的科学性以及采集信息的广
度和深度，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科技保护中心扩充高科技实验设备，自主检测考古发掘各类
文物，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021年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主要用于：碳十四加速器质谱系统；激光剥蚀电感耦等离子体质谱分析系统；稳
定同位素质谱仪；骨胶原提取制样系统；陶器三维建模展示系统等相关项目。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应用到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中，有效地提高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资料信息
采集的科学性、准确性，推动了考古学与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我院具有国家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资
质，开展资质范围内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必须通过多种先进分析仪器对珍贵文物进行科技检测分析，编
制保护修复方案。为采集到更为准确的文物信息，只有采购专业的科技检测设备，经过专用设备的科技分
析才能获得考古发掘遗址、遗存及文物更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为我院业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年度绩效目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如C14年代测定、DNA人骨测序、稳定同位素分析
、孢粉分析、动植物分析、土壤微结构分析等方法，提高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的资料信息采集的科学性以
及采集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科技保护中心扩充高科技实验设备，自主检
测考古发掘各类文物，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碳十四加速器质谱系统 1

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系
统

1

稳定同位素质谱仪 1

骨胶原提取制样系统 1

陶器文物三维扫描建模展示系统 1

质量
购置设备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

设备采购准确率　 100％

时效 设备采购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科研测试研究水平 提高

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水平的提升 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科研测试研究人员满意度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设备维修养护机制健全性 满意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科研课题

单位编码 05601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顾万发 联系人 李艳

联系电话 6797542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265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265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学术支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开展对中华文明进程有
重大意义的科研课题，充分发挥文物科研工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作用。科研设立研究
项目将对华夏文明起源、仰韶文化体系以及黄帝文化研究成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阐明中华文明的多元
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以及学术意义。因此，我院计划于2021年开展13项科研项目。

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国家文物局《关于中原地区文明
化进程研究工作计划（2020-2024）的批复》（文物保函[2020]44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9〕54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郑政办【2020】18号）文件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文物科研工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作用，推动文
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增强文物事业服务社会水平，我院特开展科研课题专项。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学术支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开展对中华文明进程有
重大意义的科研课题，充分发挥文物科研工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作用。科研设立研究
项目将对华夏文明起源、仰韶文化体系以及黄帝文化研究成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阐明中华文明的多元
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以及学术意义。2021年科研课题合作主要用于：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调
查与研究；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陶器分析测试；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人、动植物遗存稳定同
位素研究；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兽骨综合检测；河南荥阳蒋寨遗址出土石器的检测分析；郑
州地区仰韶时代天文学遗存研究；荥阳青台遗址动物遗存；郑州大河村遗址植物考古研究；双槐树遗址出
土植物及相关遗存研究；晋中地区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兼论与河洛地区古国文明的关系研
究；北大建筑宫殿基址复原研究；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人骨年代学研究；早期中国文化圈的
形成研究——裴李岗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相关项目。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设立科研项目旨在深入研究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开展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腹心地带与周边
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研究，通过研究郑州看郑州、跳出郑州看郑州的方式，为全面阐释郑州
地区在华夏历史文明起源和国家诞生层面的轴心坐标地位提供学术支撑，对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开展对中华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的科研课题，充分发挥
文物科研工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作用。

年度绩效目标
收集基础数据,初步建立相关专题等架构,培养带动行业人才;完成文物检测分析，研究成果得以应用;加强学
术界对郑州远古文明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郑州周边文化研究从而更清楚地认识郑州文明的进程和坐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成果报告1份 1份

完成阶段成果报告12份 12份

质量 科研成果验收合格率 95%

时效 科研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文物保护有效性 有效

科研成果的运用与传播 3000人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学术成果满意度 达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科研学术人才配备 2-3人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田野考古发掘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顾万发 联系人 李艳

联系电话 6797542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88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9249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2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2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隶属于郑州市文物局，为副县级单位，属全额财政补助的文物事业单位，主要负责
郑州市六县（市）六区的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及古代建筑保护与文化遗产规划设计等工作。
随着郑州正在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基本建设任务异常繁重，建设项目日益递增，每年考古发掘遗迹5000
余个，考古发掘面积达10万平方米。田野考古发掘费主要用于考古发掘中所产生的技术工人、民工劳务费
、管理费、其他发掘费、安全保卫费、安全加固费、文物保护费及不可预见费等相关费用。

立项依据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90）文物字第【248】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第17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1月25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州市政府印发《郑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2019-2021）三年行动方案
》、郑州市文物局关于印发郑州市2020年文物工作要点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全面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坚
持“在保护中发展，按照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规程，认真开展项目服务中心管理，积极努力做好基本建设中
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主要负责郑州市六（县）六区的田野考古发掘，考古调查、勘
探，考古研究，对发掘的文物负有保护、管理职责。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考古发掘工地管理规定
第一条  田野考古发掘工地实行领队负责制，领队负责管理工地，工地现场可由领队根据业务能力和组织
能力指派专人负责工地全部工作，并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条  田野发掘必须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第三条  领队(工地负责人)负责安排发掘人员，指定正式技工或职工作为财务管理、文物保管、保卫工作人
员和全站仪测图员，并按财务规定进行报销与固定财产登记。
第四条  发掘时间超过30天以上者，必须有发掘计划。
第五条  工地实行费用核算制，按规定预算进行支出。
第六条  无收费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地由院委会研究后从院内积累资金中支出或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经费
。
第七条  出土文物必须及时登记入库，重要文物一般不在工地过夜。发掘工作结束，所有发掘资料及文物
必须履行入库于续，填写有关表格。
第八条  工地重大问题的决策与重要遗迹处理应按级别履行请示制度。有重要发现的应立即向院长报告，
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求上级主管部门意见或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指导，有必要时请有关部门参加。
私自处理而造成损失者，由当事人承担责任。
第九条  工地实行严格的请假和考勤制度，按考勤报销出差与田野补助费用。凡由单位支付发掘用工费
的，必须有用工考勤表，凭考勤表和用工工资花名册报销。
第十条  工地实行文物安全风险等级制，依据发掘规模和性质确定等级。一般情况下市县为一级，市区为
二级，并对安全防范措施有力及成效显著者给予奖励。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2021年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计划，预计完成考古发掘遗迹5000余个，100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及出土文
物的修复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
围绕服务郑州经济发展大局，积极推动落实国有土地招拍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工作，持续推
动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和“二环三十一放射”道路建设等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及保护工作。2、主动科研考古发掘工作：围绕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及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双槐树遗
址、东赵遗址、青台遗址等重要遗址进行精细化勘探与发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丝绸起源”“中原
文明化进程”研究。3、文物保护工作：全面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及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持续推进生态保遗工
程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发掘出的重要遗迹建设文物保护大棚，对遗址周边进行环境治理等保护措施，
有效的推进重要文物遗址的保护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速管理”的文物方针，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提高全社
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发挥文物工作在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文物保护，促进文
物事业可持续发展。主动性发掘及配合基本建设方面的考古发掘工作，配合郑州市整体规划发展的需求发
掘面积达100000平方米，主动性发掘项目发掘面积达2100平方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抢救性配合基本建设项目发掘面积 100000平方米

主动性发掘项目面积 2100平方米

质量 科学规范发掘率 100%

时效 考古发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

社会效益 提高文物保护水平 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建设项目单位满意度 达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考古发掘技术人才配备 ≥10&&≤20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大河村运转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胡继忠 联系人 王丹丹

联系电话 0371-6910062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6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6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作为河南省首家史前遗址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自上世纪80年代设立并对外开放以来，承担着面积达
40余万平方米的著名史前聚落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等各项工作，是我市乃至我省展示厚重中原
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要求，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实施了改造提升工作，经过几年的建设，在省、市相关领导的见证下，改造提升
后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于2016年1月16日重新对外开放。
自重新免费开放以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迅速成为展示我市乃至我省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窗口和平
台，吸引了广大观众纷至沓来，中央省市级领导多次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考察工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新华社、光明网、中国文物报等各级媒体对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争相报道，中央十套《探索与发现》栏目来
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录制并播出了专题节目《星空下的村落》。

立项依据

郑州市文物局连续两年申请追加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运转经费，市政府对于《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追加郑
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2015年度运转及开办经费的请示》（郑文物财［2015］5号）和《郑州市文物
局关于申请追加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2016年度运转经费的请示》（郑文物财［2016］32号）均有批复
。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博物馆升级改造后，展厅面积由原来的不足900平方米增加到近8000平方米，较之以前增加了8倍有余，且
增加了大量的声光电设备和中央空调、消防、安全设施。同时，随着2016年5月看护管理用房及室外卫生
间、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完成，新增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停车场面积6000平方米。
观众数量迅速增加和观众层次不断提高，博物馆的各项运转费用大幅度增加。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继续实施免费对外开放，圆满完成各类接待；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5？18国际博物馆日、六一儿童节、暑假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引进举办临时展览；继续
更深层次挖掘大河村遗址的文化内涵，设计制作更多文创产品，搭建文创展示、交流和展销平台。充分发
挥博物馆陈列展览、宣传教育、考古发掘、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科技保护等功能，做好大河村遗址本体
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展示和利用工作，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建设工作，做好宣传、展览、
教育等工作。
6月完成60%、9月完成80%、11月完成100% 。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打造成为以“星空下的村落”为主题，以博物馆陈列、遗址本体和考古发掘现场展示
及场景复原为载体，充分利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打造集遗址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城市休
闲、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在中国较具影响力和示范意义的史前文化展示区，是一处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原始文化展示、考古发掘与研究、生态景观复原、市民休闲等于一体的大型公共文化场所，成为展示郑
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对外文化宣传、展示和交流的一个
重要窗口。

年度绩效目标

继续实施免费对外开放，圆满完成各类接待；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5？18国际博物馆日、六一儿童节、暑假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引进举办临时展览；继续
更深层次挖掘大河村遗址的文化内涵，设计制作更多文创产品，搭建文创展示、交流和展销平台。充分发
挥博物馆陈列展览、宣传教育、考古发掘、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科技保护等功能，做好大河村遗址本体
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展示和利用工作，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建设工作，做好宣传、展览、
教育等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年度参观团体 ≥300个

参观总人数 ≥70000人次

质量 博物馆安全正常运转 正常

时效 全年按时免费开放 按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 提升

服务水平 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观众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效果 效果明显

探索史前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的新思路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史前遗址保护展
示及史前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前列。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场馆运营及维护费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阎书广 联系人 阎书广

联系电话 0371-6359328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是中国大运河附属文化遗产，是我国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的重要手工业遗
存，是我市古荥大运河文化区重要展示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充分展示古荥汉代冶
铁遗址的重要价值，2016年国家文物局下达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专项保护经费1500万元，开展古荥汉代冶
铁遗址陈展提升工程。将陈展面积由700平方米扩建至1400平方米，展线长度提升400%，细分为五个展览
单元，增加多种多媒体展示设备、恒温恒湿展柜20余组、大量灯光照明及中央空调等。经过两年精心施工
和布展，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陈展提升工程全部完工，并于2019年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开
放当日，省市主要新闻媒体均进行宣传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因增加大量展陈设备，且土遗址及铁
质文物展示对温湿度要求高，造成用电量激增，经多次实际运行测算，每天平均用电980度。为确保我馆
正常运行，急需增加运转经费。

立项依据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是中国大运河附属文化遗产，是我国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的重要手工业遗
存，是我市古荥大运河文化区重要展示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充分展示古荥汉代冶
铁遗址的重要价值，2016年国家文物局下达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专项保护经费1500万元，开展古荥汉代冶
铁遗址陈展提升工程。将陈展面积由700平方米扩建至1400平方米，展线长度提升400%，细分为五个展览
单元，增加多种多媒体展示设备、恒温恒湿展柜20余组、大量灯光照明及中央空调等。经过两年精心施工
和布展，郑州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陈展提升工程全部完工，并于2019年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开
放当日，省市主要新闻媒体均进行宣传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因增加大量展陈设备，且土遗址及铁
质文物展示对温湿度要求高，造成用电量激增，经多次实际运行测算，每天平均用电980度。为确保我馆
正常运行，急需增加运转经费。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努力提升博物馆展示水平，改善服务设施与环境，拓展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该项目工
作活动要点：缓解博物馆内增加的展陈设备所需的用电电费及展陈设备所需的维护维修费。为陈展提升工
程后期正常运转做好保障，保证博物馆设备正常运行，更好的发挥博物馆作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为扩建博物馆的激增电费，以及每年的新增中央空调维护费和多媒
体、陈展灯具及恒温恒湿设备维护费。绩效目标设置每年的用电量和用电费用，详细统计设备运行维护费
用，确保节能减排的效果。为我馆的运转支出提供有力保障，项目收益人我馆设置满意程度等级，分为非
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四个等级。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为扩建博物馆的激增电费，以及每年的新增中央空调维护费和多媒
体、陈展灯具及恒温恒湿设备维护费。绩效目标设置每年的用电量和用电费用，详细统计设备运行维护费
用，确保节能减排的效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为扩建博物馆的激增电费，以及每年的新增中央空调维护费和多媒
体、陈展灯具及恒温恒湿设备维护费。绩效目标设置每年的用电量和用电费用，详细统计设备运行维护费
用，确保节能减排的效果。为我馆的运转支出提供有力保障，项目收益人我馆设置满意程度等级，分为非
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四个等级。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为扩建博物馆的激增电费，以及每年的新增中央空调维护费和多媒
体、陈展灯具及恒温恒湿设备维护费。绩效目标设置每年的用电量和用电费用，详细统计设备运行维护费
用，确保节能减排的效果。为我馆的运转支出提供有力保障，项目收益人我馆设置满意程度等级，分为非
常满意、满意、较满意、不满意四个等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设备数量完成率 ≥80

质量 设备运行故障率 ≤10

时效 维护需求相应及时率 及时、不及时

成本 运行维护成本 ≤20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项目单位业务管理水平的提升或影响
程度

明显、一般、不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大运河通济渠及附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资金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阎书广 联系人 阎书广

联系电话 0371-6359328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5691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691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691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691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入列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7处世
界文化遗产。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其监测巡护工作也应当高标准的开展。由于我单
位主要负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宣传展示、保护设施建设等工作。因此特申请大
运河遗产郑州段及相关遗产日常管理维护专项费用。

立项依据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入列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7处世
界文化遗产。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其监测巡护工作也应当高标准的开展。由于我单
位主要负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宣传展示、保护设施建设等工作。因此特申请大
运河遗产郑州段及相关遗产日常管理维护专项费用。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负责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及古荥地区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展览、管理、社会教育、利
用等工作。保护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文物遗产，对大运河周边环境巡查、养护及对汉代冶铁遗址和纪信
庙的相关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管理。为做好汉代冶铁遗址和纪信庙的文化遗产日常维护管理，做好文物保
护、管理和利用等工作，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发挥文物工作在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预期提供运河巡护人员10人、运河及物业保洁人员16人。具体负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沿线六座节点
展示亭和160余处文物标识碑、展示标识及界桩界碑的巡护和保洁及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保洁
工作。确保大运河通济郑州段及附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绩效目标将我馆的服务形
象和文明形象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强化两位一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除此之外还要做到安全“四防”
（防火、防盗、防水、防破坏）。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预期提供运河巡护人员10人、运河及物业保洁人员16人。具体负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沿线六座节点
展示亭和160余处文物标识碑、展示标识及界桩界碑的巡护和保洁及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保洁
工作。确保大运河通济郑州段及附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保质保量的完成。绩效目标将我馆的服务形
象和文明形象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强化两位一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除此之外还要做到安全“四防”
（防火、防盗、防水、防破坏）。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年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预期提供运河巡护人员10人、运河及物业保洁人员16人。具体负
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沿线六座节点展示亭和160余处文物标识碑、展示标识及界桩界碑的巡护和保洁及
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保洁工作。确保大运河通济郑州段及附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保质保
量的完成。绩效目标将我馆的服务形象和文明形象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强化两位一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除此之外还要做到安全“四防”（防火、防盗、防水、防破坏）。服务对象主要为大运河遗址保护工作
以及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物业工作。项目受益人的满意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非常满意
、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预期提供运河巡护人员10人、运河及物业保洁人员16人。具体负
责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沿线六座节点展示亭和160余处文物标识碑、展示标识及界桩界碑的巡护和保洁及
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保洁工作。确保大运河通济郑州段及附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保质保
量的完成。绩效目标将我馆的服务形象和文明形象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强化两位一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除此之外还要做到安全“四防”（防火、防盗、防水、防破坏）。服务对象主要为大运河遗址保护工作
以及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和纪信庙的物业工作。项目受益人的满意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非常满意
、满意、较满意、不满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物业服务人数 ≥20人

质量 公共设施设备完整率 ≥80%

时效 物业服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不及时

成本 物业管理总成本 ≤142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的改善或提升程
度

明显、一般、不明显

环境效益 对保障正常运转可持续环境影响 明显、一般、不明显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商都遗址分馆临时工工资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马玉鹏 联系人 张全杰

联系电话 0371-66324705-61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72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72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98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98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是郑州博物馆的二级机构，成立于1985年，事业编制27人，主要担负郑州城隍
庙、郑州文庙、郑州商城遗址的保护工作。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商城遗址保护与管理工
作任务也逐渐加大，特别是1994年以郑州商代遗址为核心，郑州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
后，对商城遗址的保护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人员编制难以承担。经1998年元月19日市编办委员会
研究，我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聘用临时工，所需资金由市财政核定。当年我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上报增
加了25名临时工，主要担负商城遗址景区管理、维护工作。2004年郑州城隍庙、2006年郑州文庙相继免费
开放，在没有增加人员编制也没有增加相应经费的情况下，移交给我单位进行管理，为了保障作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郑州城隍庙、文庙，免费开放工作顺利进行，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环境
优雅的文物景区。使城隍庙、文庙成为我市传播民俗文化的窗口。我单位相继增加了多名临时工，负责两
庙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

立项依据
    郑州市编办1998年对郑文财【1998】18号文的批复--关于市商城遗址管理所人员不足问题，经1998年
元月19日市编委会研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顾用临时工，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局核定。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了保障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郑州城隍庙、文庙，免费开放工作顺利进行，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提
供一个干净整洁、环境优雅的文物景区。使城隍庙、文庙成为我市传播民俗文化的窗口。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下设的城隍庙、文庙管理办公室工作，负责郑州城隍庙及郑州文庙的日常管理
工作，并负责相关工作岗位的设置，组织临时工培训学习及其他日常工作事项管理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按月及时支付临时工劳务费，确保我单位管理的景区正常运行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内的景区设施、景区环境进行维护管理，文物本体得到有
效保护，改善文物保护环境，为市民娱乐休闲提供一个满意的场所，使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成为我市传
播民俗文化的窗口。

年度绩效目标
    对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景区进行维护管理，适当增加或完善服务设施，定期对项
目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培训，维护管理工作100％完成。达到文物保护状况良好，环境得到改善，80%以上
群众满意的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管理面积 ≥11000平方米

质量 管理维护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 维护管理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文物保护情况 良好

有责投诉发生数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套情况 完善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商都遗址分馆绿化维护管理费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马玉鹏 联系人 张全杰

联系电话 0371-66324705-61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加强商城遗址的保护展示和提升城市形象，2018年以来，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商城遗址片区整体环
境进行提升，修缮后的商城遗址景区环境优雅、配套设施完善、绿植丰富多样、较修缮前面貌一新。包括
商城遗址东南城垣段、西南城垣段，北城垣人民广场展示段，现商城遗址维护管理总面积约为18万平方
米，是一处以文物保护、管理、展示为主的大型开放空间，初步形成了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2011年7月26日对郑文物财[2011]23号文件的批复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由于商城遗址地处中心城区繁华地段，流动人员多，环境比较复杂，为了使开放后的文物景区得到有效
的管理和维护，使修缮后的商城遗址和绿地免遭破坏。在商城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对商
城遗址景区社会化管理，为郑州市增添一处大型开放文物景区，即能够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娱乐休闲提供
一个良好的场所，更能够提升城市形象，展示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的风采。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下设的商城遗址保护部全面负责商城遗址绿化养护工作，采用社会化管理模
式，择优选定绿化管理公司对商城遗址绿化维护进行有效管理，对绿化管理公司提出明确要求，并安排单
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项目实施计划
   采用社会化管理模式，择优选定绿化管理公司对商城遗址绿化进行维护管理。
2021年1月完成项目询价工作，确定具体实施专业管理企业。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面积约18万平方米的商城遗址景区进行维护管理，在商城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改善文
物保护环境，为市民娱乐休闲提供一个绿化的场所，展示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的风采。

年度绩效目标
对面积约18万平方米的商城遗址景区进行维护管理，在2021年度适当增加服务设施，定期对项目相关人员
进行全面培训，力争做到项目质量100％可控，维护管理工作100％完成，一次验收合格。达到文物保护状
况良好，环境得到改善，80%以上群众满意的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管理面积 ≥180000平方米

质量 绿化维护管理情况 达标

时效 维护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发生数 =0起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商城遗址文物保护情况 良好

环境效益 商城遗址景区环境 改善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档案管理完好率 =100%

人力资源 人员培训 =100%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商都遗址分馆郑州城隍庙、文庙运营及维护费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马玉鹏 联系人 张全杰

联系电话 0371-66324705-61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城隍庙、文庙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4年和2006年免费开放后，在没有增加人员编制和经
费的情况下，移交我单位进行管理，加之参观游客逐年增多，维护和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运转经费缺口
较大。为了保障正常免费开放，我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用财政返还的非税收入弥补水电费、日常零星维修
维护费、物业费等运转经费的不足。
    2018年11月，为切实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和十部门文件关于非宗教场所、非宗教团体不得以功德箱或
其他形式收取宗教性捐款的精神，我处撤下了所有捐款箱。今后这项用于弥补单位运转经费不足的非税收
入将无法延续，对我处今后的运转造成极大影响。
    近年来，国家对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工作愈加重视，社会公众对开放的文物场馆关注度不断提高，对我
们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立项依据 郑州市政府对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追加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运转经费的请示》的批复。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城隍庙和文庙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4年和2006年免费开放后，在没有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的
情况下，移交我单位进行管理。近年来参观游客逐年增多，我单位维护和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原非税收
入资金已无法延续，运转经费缺口较大。
   为使国宝单位得到有效维护管理，需增加我处运转经费。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单位各部室跟据工作计划进行日常维护及运行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12月各职能部室，根据工作计划按照单位管理制度，做好两庙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对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国保单位进行维护管理。使得文物本体得到有效保护，有效改善文物保护环境，
为市民娱乐休闲提供一个满意的场所，提升城市形象，展示郑州作为中国八大古都的风采。

年度绩效目标
对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进行维护管理，在2021年度适当增加服务设施，定期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培
训，力争做到项目质量100％可控，维护管理工作100％完成。达到文物保护状况良好，环境得到改善，
80%以上群众满意的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管理维护面积 ≥1万平方米

维护管理国保单位数 =2个

质量 维修维护合格率 =100%

时效 设施设备维护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文物景区年接待游客数 ≥20万人次

环境效益 文物景区环境 改善

满意度 参观社会民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商都遗址分馆郑州文庙迎新年撞钟活动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马玉鹏 联系人 张全杰

联系电话 0371-66324705-618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1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1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在我国民间传统习俗中，每当新旧交替之际，都要举行撞钟活动，新年钟声意味着辞旧迎新，来年安康
吉祥。由市政府主办，市文物局、管城区政府承办的撞钟迎新年活动已在郑州文庙成功举办十余届。每年
活动以面向全体市民群众，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为原则，邀请社会各界优秀代表参加，已形成了“文庙撞钟
迎新年”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

立项依据 郑州市政府对于《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拨付文庙撞钟迎新年活动经费的请示》的批复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了全面推进文化建设，丰富郑州市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展示中原文化独特魅力，集聚发展动力。
“文庙撞钟”这一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举办，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回归，节日喜庆的氛围也拉
近了文化遗产与群众的距离，达到“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目的
郑州市政府对于《郑州市文物局关于申请拨付文庙撞钟迎新年活动经费的请示》的批复意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设立“撞钟活动”领导小组，成员:社教部主任、文庙办公室主任，“撞钟活动
”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为保证撞钟活动顺利举行，委托专业演出团体完成舞台搭建、
灯光音响布置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为保证撞钟活动顺利举行，2020年11月前由项目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活动主题，确定人员分工。
2020年12月28日前，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并委托专业演出团体完成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布置等工作。
2020年12月31日晚至2021年1月1日凌晨，进行迎新年撞钟活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文庙撞钟”这一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举办，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回归，进而推动文化建
设，达到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目的。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文庙撞钟”这一传统民间习俗活动的成功举办，丰富郑州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让更多群众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拉近文化遗产与广大群众的距离，展示中原文化的风采，力争让参与现场活动的2000余
名群众80%以上感到满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参与项目活动社会民众 ≥2000人

项目执率行完成率 =100%

质量 项目安全事故数 =0起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产出目标

成本 项目成本控制 ≤11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民众对传统文化关注度 较好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社会群众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档案资料完好率 =100%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社会教育宣传经费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霆 联系人 边境

联系电话 03716771167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6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7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7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也是“郑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郑州市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 根据《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的考核量化标
准，社会教育、公共关系与服务为重要评分部分2021年拟在馆内举办相关社会教育活动若干，在媒体发布
专版、专刊宣传博物馆活动，提升公众文化素养、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同时进行深入校园、
社区等系列宣传普及教育活动。

立项依据
参照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根据博物馆社会职能，要求举办各种社会教育活动。文物宣传、
弘扬民族文化是我馆的重要职能。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的观展需要，充分体现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同
时，为实现馆藏文物背后历史文化的资源共享，加大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提升博物馆影响力。作为我市市
属综合类博物馆，弘扬民族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制定规范科学的活动方案，做好活动资料留存；严格按照财政制度进行项目实施，科学规划，合理安排，
严格管理，保证质量。

项目实施计划

a.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发挥博物馆优势，委托专业机构或自行定期举办面向公众的主题讲座，全年12场。
b.交流刊物印刷出版：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推广，出版郑州博物馆馆刊，提升郑州文化影响力，全年四期
。
c.网站、公众号宣传，公众教育视频设计、制作，媒体宣传等。
d.社会教育活动材料用品购置，学校、社区教育活动组织等。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预算编制依据充分，资金到位及时。 举办讲座活动数量12场。出版郑州博物馆馆刊，全年四期。宣教基
地作用明显，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年度绩效目标 活动要从不同层面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达到一级馆量化标准，充分发挥博物
馆的宣传教育职能。策划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学术研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馆刊期数 ≥4

专题讲座场次 ≥12

质量 宣传教育活动参与性 提升



产出目标

时效
网站开放时间 全年

期刊出版时限 季刊

成本 财政补助 6000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宣教基地作用 显著

宣教活动模式 多样化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活动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置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部门协调性 规范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运转补助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霆 联系人 边境

联系电话 03716771167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2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2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68号，占地面积14.8亩，建筑面积11291平方米，其中主展馆
8337平方米，主要社会职能有文物征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及公共教育等，担负着宣传郑州历史、文
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任。嵩山路馆的正常运转，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
社会职能。现有经费无法满足运转需要，急需经费弥补该馆物业、临时人员支出等费用的不足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郑州市市直机关物业费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郑财行【2014】12号）附件1中第
七条办法。郑州市人员工资及社会统筹缴纳基数标准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我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也是“郑州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郑州市中小学实践教育基地”，省级文明单位，全年免费开放。作为我市市属综合类博物
馆，主要职责是收藏展览文物、弘扬民族文化，郑州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巨大的，
嵩山路馆正常运转，能更好发挥我馆的社会职能。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14】185号）、《政府采
购法》等。

项目实施计划

a.物业管理费目42万元。我单位现有办公区域建筑面积11291平方米，展厅开放面积8337平方米，为社会
公众提供服务面积达73.84%。现有费用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根据办法测算约需65万元，现申请42万元用
于弥补物业管理费缺口。
b.我馆现聘用残疾人员1人，文物研究专家1人，现每月工资和统筹共计6517.42元，全年预计支出7.82万
元，参照每年统筹基数增加及郑州市平均工资政府，2021年预计需支出10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证郑州博物馆嵩山路馆全年正常运转
（1）环境卫生管理面积11291平方米，绿化维护面积5414平方米。
（2）创建达标，社区城市环境卫生检查达标，观众参观环境满意。

年度绩效目标 全年正常运转，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管理运行，观众参观环境满意，推进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宣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物业管理面积 11291平方米

临时人员数 ≥2人



产出目标
质量

临时人员工资发放足额率 100%

卫生检查 合格

时效
物业服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临时人员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财政补助嵩山路馆运转费 52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临时人人员业务能力 提升

观众参观环境改善程度 提升

环境效益 观众参观环境舒适度 舒适

满意度
临时人员满意度 ≥90%

观众参观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置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部门管理规范性 规范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博物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市级配套

单位编码 05601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霆 联系人 边境

联系电话 03716771167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06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06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06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06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中宣发[2008]2号）及财政
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
97号），我单位核算免费开放市级配套专项资金40.60万元,用于弥补因面开放造成的运转经费等资金缺口
。

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
】97号），资金主要用于运转经费等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现有运转经费为1999年核定，免费开放后不能满足需要，要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管理运行与安全保证等
工作，推进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更好发挥社会职能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预算安排情况。2021年资金需求40.60万元，与上年持平，使用期限一年。
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
】97号），资金主要用于弥补运转经费、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1）委托业务费：因《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对“国家一级博物馆”日常业务的考核，主要用于弥补因
免费开放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而造成场馆公共服务设施维护费用的不足及公共责任险、网络服务费、安全
保卫服务等。（2）办公运转费的不足：主要用于弥补因免费开放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而造成的水、电、
中央空调燃油等费用的不足。
2021年支出计划说明，支出时间节点和金额，其中：下达县（市、区）时间节点。
结合工作，6月完成60%，24.36万元；9月完成80%，32.48万元；11月支出完毕。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管理运行与安全保证等工作，推进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一级馆评估达标

年度绩效目标

（1）预算编制依据充分，配套资金到位率100%，资金到位及时，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人力资源安排合理
。 
（2）基本陈列全年免费开放，正常运转，一级博物馆考核达标。
（3）观众满意，社会影响力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正常运转场馆面积 11291平方米

正常运转设备数（套/组） ≥3（套/组）

质量
设备维护及时性 及时

设备运转情况 良好

时效
免费开放时间 全年

监控设备每天运转时间 24小时

成本 中央补助市级配套资金 40.60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观众免费参观基本陈列接待率 100%

环境效益 免费参观环境舒适性 舒适

满意度 观众参观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员配置和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部门管理规范性 规范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运转性能 正常

信息共享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