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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国际和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对外联络办公室） 

2019 年旅游宣传促销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落实习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根据省财政厅

《关于开展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琼财绩效〔2020〕

58 号）和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

知》（琼旅文办函〔2020〕65 号）文件要求，对所执行的 2019

年度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我处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属于项目

绩效自评范围，为此我处对该项目进行了项目绩效自评。具体情

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性质、主要内容 

我处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是我厅经常性项目，项目起始日期

为 2019 年 1 月 1 日，终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项目主要

内容如下： 

1、针对境外客源市场开展“走出去”宣传促销活动。2019 年，

针对境外客源市场，我厅共组织举办了 32 批次境内外旅游宣传

促销和交流活动，包括赴香港、澳门、台湾、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英国、德国、瑞士、美国、巴西、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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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

联酋、卡塔尔、日本、韩国、葡萄牙、澳大利亚等 25 个我省重

点和潜在境外客源市场进行参加国际旅游展会、举办推介会、座

谈会、路演、调研交流等多种旅游交往活动，以及参加在境内举

办的涉及东盟、海峡两岸、全球的国际性旅游展会，并在上海针

对在华外国高端人士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旅游音乐推介活动。  

2、针对境外客源市场开展“请进来”考察踩线工作。2019 年，

共邀请和对接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美国、俄罗斯、乌

克兰、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24 批次考

察踩线团来琼进行高尔夫、观光游等旅游产品的考察踩线、交流

探讨、研学旅行、媒体采风等。 

3、针对境外客源市场开展旅游广告投放和创意营销工作。

2019 年，我厅针对境外客源市场开展了 18 项旅游广告投放和创

意营销工作，包括在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台湾、等我省重

点境外客源市场的网络、电视、户外、公交、电影院线、纸媒等

媒体平台投放海南旅游广告，并通过与 Discovery 探索频道合作

制作电视节目、与新华社开展整合营销、在中国国际航空的国际

航线机载杂志投放广告、与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桥”等项目合作、

运维 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Instagram（照片墙）、

Youtube（优兔）、Pinterest（拼趣）、VK（俄罗斯最大的境外

社交媒体）社交媒体账号等，利用国际知名平台将海南旅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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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推广。同时，发动在海南的留学生，通过一系列摄影采风活

动，让其了解海南、爱上海南，并成为海南的传播使者，向其家

乡和世界宣传推广海南。 

4、推出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广大使和吉祥物。2019 年，在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我厅举办了以

“与海南共成长”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海南旅游文化国

际形象推广大使，由在海南有过成长经历的我国著名国际钢琴艺

术家吴牧野担任，并推出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吉祥物波波椰，

旨在通过推广大使和吉祥物邀请和推动全球共同见证和参与海

南的发展变化，是海南旅游文化推介的新尝试。同年，我厅联合

推广大使和吉祥物开展了宣传片拍摄、“走出去”宣传等多项推广

活动。 

5、在境外设立海南旅游机构。2019 年，我厅与香港中国旅

行社、台湾雄狮旅行社、澳大利亚万通集团等合作在境外成立了

海南旅游产品展示及咨询中心。 

6、针对境外客源市场的宣传工作，打造宣传平台和物料。

一是 2019 年，继续对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日语、俄语、

韩语、阿拉伯语等 7 个语种的海南旅游资讯网站进行维护和运

营，实时更新海南旅游资讯，并做好技术保障。二是制作更新了

一批海南旅游宣传物料，包括英文和繁体地图、英文繁体对照免

签政策折页、9 个语种的离境退税指南折页、英语 U 盘、海南旅

游布袋等，用于境外客源市场的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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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2019 年我处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为经常性项目，绩效目标

为：为贯彻落实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目标，通过开

展投放广告、“走出去”宣传促销、“请进来”考察踩线、创意营销、

推出宣传推广形象大使和吉祥物、设立境外推广机构、打造推广

平台和宣传品等超过 45 项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精准化

营销推广，及时将海南旅游资源、产业发展等情况向境外客源市

场进行宣传推广，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来琼旅游，不断提升海南国

际旅游岛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实现全年

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同比上年增长 5% 。 

指标名称 申报目标 
绩效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单位：个） 

在境外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量（包括广告
投放、“走出去”促销、“请进来”考察等活
动项目） 

45 45 30 20 10 

成效指标 

全年接待过夜入境人数同比增长 15% 15% 10% 5% 0%或负增长 

（2019 年项目绩效目标表）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我厅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资金（国际宣传促销部分）均及时

到位。项目计划投资额为 10029.84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政到位资金 10029.8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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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我厅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国际

宣传促销部分）实际使用资金 10029.84 万元，主要用于针对入

境旅游宣传推广促销、广告投放、设立境外推广机构、打造推广

平台和宣传品等项目的支出。所有资金的使用均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部门内部规章制度规定，经过审批立项、采购、签订合

同、验收审核、财务核账等程序进行支付，资金使用规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了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提高资金支出效率，确保旅游宣传

促销项目资金及时支出，2019 年该项目所有资金支出均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规

定的程序规范进行管理。项目资金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严

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此次绩效评

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该项目系为了我省发展入境旅游，提高海南旅游国际化水

平，针对境外客源市场顺利开展各项宣传推广促销工作而发生的

各项费用支出。项目的组织实施均按照本处室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和上级领导和部门指示，按程序提交申请，经各级相关领导审批

正式立项，并交由具体经办人员负责执行。项目经费支出严格按

照程序规范管理，确保资金支付安全、合规、合法，保证资金专

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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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严格按照单位相关规章制度进行管理，所有具体项目分

工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相互独立。所有项目合同均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审核流程订立。项

目的执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项目结束后出具相应报告，并经第

三方验收审核和内部验收审核，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实现了项目

管理与过程管理的有机结合。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项目支出按照各项财务制度及规定进行管理，严格按照省财

政厅关于会议、差旅等费用标准支出。项目在实际支出时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执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内。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本着勤俭节约、简单务实的原则，

对各项经费在申请立项财务审核、采购等多个环节进行压缩和精

简，严格控制各项经费开支，费用类支出按照海南省财政厅规定

的标准支出。 

2.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根据我厅国际和港澳台市场推广处 2019 年工作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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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按照开拓我省入境旅游、开展旅游宣传推广促销的工作安排

有序支出，项目均按照预定计划完成。 

（2）项目完成质量 

    在我厅国际和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各位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

下，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内的项目均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领导的肯

定和群众的满意，完成了预期的质量目标。 

3.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a. 产出指标。项目的预期产出指标是：在境外客源市场的

旅游宣传量（包括广告投放、“走出去”促销、“请进来”考察等活

动项目）不少于 45 个。2019 年，我厅共组织针对境外客源市场

开展广告投放、“走出去”宣传促销、“请进来”考察踩线、创意营

销等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达 74 项，超目标完成工作，该指标评价

为优。具体情况请参考本文第一部分项目概况中的项目主要内

容。 

b. 成效指标。项目的预期产出指标是：全年接待过夜入境

人数同比增长 15%。2019 年，我省入境旅游保持稳定增长，全

年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43.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其中接

待外国人 107.9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3%。受香港和台湾政治因

素影响，2019 年港台入境过夜游客锐减，大幅拉低了我省整体

入境游市场的增长水平，直接导致未达到预期的优秀成效指标，

该指标评价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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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针对入境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的顺利实施，对海南

省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海南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2019 年，继续秉持“航班

开到哪，促销做到哪”的原则，根据全年境外宣传促销计划，围

绕港澳台、俄语国家、东南亚、日韩、欧美澳新等五大重点境外

客源市场，根据入境旅游市场的不同情况，从旅游资源、文化等

差异性和客源需求入手，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别出心裁的广

告投放、创意营销、“走出去”宣传推广、“请进来”考察踩线、推

出宣传推广形象大使和吉祥物、设立境外推广机构、打造更新推

广平台和宣传品等系列宣传推广促销活动，不断提升海南旅游的

世界能见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b.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得益于 2019 年全

年在境外客源市场开展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精准营销，推动入境

客源渠道持续拓宽，促进我省入境过夜游客稳步增长，国际旅游

（外汇）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9 年，我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超过 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 

c.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该项目的实施，吸引越来越多的境外

游客走进海南旅游，在促进海南旅游产业经济收入增长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产业发展，并对全省税收、带动投资、促

就业、富民增收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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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进一步发展入境旅游奠定良好基础。通过长年持续对该

项目的执行，保障海南在重点境外客源市场的持续曝光，积累了

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资源，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口碑，接待入

境过夜游客数持续增长，也有效调动和提升了省内众多旅游企业

发展入境旅游的积极性和信心，为海南进一步发展入境旅游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4.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针对境外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促销为年度经常性项目，通过

历年以来对旅游宣传促销业务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度建设有

力、人员配备齐整，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模式。

随着旅游宣传推广促销业务的开展及各项财政政策的完善，项目

将更加有效促进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该项目成效指标未达优秀预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2019 年港

台游客下降，拉低了我省整体入境游市场的增长水平： 

1.台湾市场下降。受 2019 年下半年台湾政治因素影响，琼

台航线航班锐减，从原有的每周 16 班减少到每周仅有 9 班，直

接导致下半年台湾来琼游客大幅下降，同时原计划于 2019 年 7

月新开通的三亚=高雄航线也无法实现，这不仅使得 2019 年上半

年快速增长的台湾市场未达增长预期，甚至还出现了下降。2019

年，我省共接待台湾过夜游客 20.91 万人次，同比下降 1%。 

2.香港市场情况复杂。一是受 2019 年香港政治因素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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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乏力影响，香港出境旅游人数普遍下降；二是根据边检

的港台等境外游客入境人数和我厅统计的过夜游客人次比较，经

分析，了解到现在香港来琼游客应以自由行和休闲度假游客为

主，客源结构不断优化，然而我厅的入境游客统计方式体现出来

的情况与香港游客来琼旅游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三是由于琼港

直飞航空资源配置问题，目前仍是需求大于供给，航空公司垄断

经营，不仅旅游企业拿不到机位，机票价格也是不降反增，导致

旅游企业难以为海南输送香港游客。2019 年，我省共接待香港

过夜游客 12.94 万人次，同比下降 9.1%。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厅针对境外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在项目决策上

科学合理，项目管理上规范到位，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

评价总得分为 95.00 分，评价等次为“优”。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我厅针对境外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促销项目基本实现了预

期的绩效目标。项目开展前，制定计划，促使项目有条不紊的按

预期开展；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保证项

目资金及时到位，促使项目的实施如期完成；项目实施结束后，

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项目实施严格的审核验收，为项目资金的

合理准确支付提供保障。 

 

附件：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参考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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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评价指标填报表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计算公式 实际值 权重 
指标
得分 

评分
说明 

共性指标 

项目决策 

目标内容 目标是否明确、细化、量化 
目标明确（1分），目标细化（1分），
目标量化（2分） 

是否达标 目标明确、细化、量化 4 4   

决策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根据
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
工作计划（2 分），根据需要制定中长
期实施规划（1分） 

是否达标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
划，有中长期实施规划 

3 3   

决策程序 
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
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
整是否履行相应手续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2 分），申报、批
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2 分），项
目实施调整履行相应手续（1 分） 

是否达标 
符合申报条件，符合管
理办法，履行相应手续 

5 5   

分配办法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
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
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 

办法健全、规范（1 分），因素选择全
面、合理（1分） 

是否达标 
有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分配办法，分配因素全
面、合理 

2 2   

分配结果 
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
配结果是否合理 

项目符合相关分配办法（2 分），资金
分配合理（4分） 

是否达标 
分配符合管理办法，分
配结果合理 

6 6   

项目管理 

到位率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计划的比重计
算得分（3分） 

  100% 3 3   

到位时效 
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
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及时到位（2 分），未及时到位但未影
响项目进度（1.5 分），未及时到位并
影响项目进度（0-1分）。 

  及时到位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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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
支出的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是否存在超标准
开支情况 

虚列（套取）扣 4-7 分，支出依据不合
规扣 1分，截留、挤占、挪用扣 3-6分，
超标准开支扣 2-5分 

  不存在 7 7   

财务管理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严格执行；会计核算是否规
范 

财务制度健全（1 分），严格执行制度
（1分），会计核算规范（1分）。 

  
制度健全，执行严格，
核算规范 

3 3   

组织机构 机构是否健全、分工是否明确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1分）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1 1   

管理制度 
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是否严
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2 分）；严格
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7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并
严格按照制度执行 

9 9   

个性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计算公式 实际值 权重 

指标
得分 

评分
说明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在境外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数量是
否达到绩效目标（宣传活动包括广告
投放、“走出去”促销、“请进来”
考察等） 

≥45
项（8
分） 

≥30个，
＜45项
（6分） 

≥20项，
＜30项
（4分） 

＜20项，
大于 0
项（2分） 

  74项 8 8   

产出质量 项目产出质量是否达到绩效目标 
达标（4
分） 

基本达
标（3分） 

多数达
标（2分） 

少数达
标或不
达标（1
分） 

  达标 4 4   

产出时效 项目产出时效是否达到绩效目标 
达标（3
分） 

基本达
标（2分） 

部分达
标（1分） 

全部不
达标（0
分） 

  达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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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指标 

游客增长 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率 
≥15%
（8
分） 

≥10%，
＜15%
（5-7
分） 

≥5%，＜
10%（3-5
分） 

＜5%
（0-3
分） 

  13.6% 8 6   

经济效益 
全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
率 

≥15%
（8
分） 

≥10%，
＜15%
（5-7
分） 

≥5%，＜
10%（3-5
分） 

＜5%
（0-3
分） 

  26.2% 8 8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产生较
大积极
效益
（6-8
分） 

产生部
分积极
效益
（4-6
分） 

产生较
少积极
效益
（1-4
分） 

产生消
极效益
（0分） 

  

持续提升海南旅游国
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带
动了其他产业发展，对
全省税收、带动投资、
促就业、富民增收等起
到了积极作用，并为进
一步发展入境旅游奠
定良好基础，产生较大
积极社会效益 

8 7   

环境效益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
极影响 

产生较
大积极
影响
（6-8
分） 

产生较
小积极
影响
（3-6
分） 

基本不
产生影
响（1-3
分） 

产生消
极影响
（0分） 

  

持续加强对海南旅游
生态环境的宣传推广，
同时使旅游产业开发
主体提高生态保护意
识，产生较大积极环境
效益 

8 7   

可持续影响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
可持续影响 

带来长
期可持
续影响
（6-8
分） 

带来中
期可持
续影响
（4-6
分） 

带来短
期可持
续影响
（2-4
分） 

不可持
续影响
（0-2
分） 

  带来长期可持续影响 8 7   

总       分     100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