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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文件富 源 县 财 政 局
富 源 县 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局

富财农〔2021〕71 号

关于下达 2021 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
通 知

墨红镇、古敢乡财政所：

为继续开展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切实加快

我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

顺，根据《曲靖市财政局 曲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

下达 2021 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通知》（曲财农

〔2021〕24 号）要求，现将 2021 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

金下达你们（详见附件）。此款列入“2130199—其他农业农

村支出”预算支出科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1 年民族文化项目 3 个，资金 26 万元，其中：

墨红镇 2 个分别是：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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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项目 10 万元、民族传统文

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 8 万元；古敢乡民族传

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 8 万元。

二、此次下达的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按照民族宗教

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相关乡镇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切实用

好资金，做到专款专用，扎实推进民族宗教工作。

三、请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

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年底将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上

报县民宗局、县财政局。

附件：1.2021 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分配表

2.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项目绩效目标表

3.墨红镇彝族山歌演唱项目绩效目标表

4.古敢乡水族文字书写项目绩效目标表

富源县财政局 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1 年 10 月 9 日

富源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9 日印发



附件 1

2021年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所在地 项目名称 上级资金文号 资金来源级次 本次下达资金 备注

1 富源县墨红镇人民政府 墨红镇
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

救保护项目
曲财农〔2021〕24号 省级 10

2 富源县墨红镇人民政府 墨红镇 彝族山歌演唱项目 曲财农〔2021〕24号 省级 8

3 富源县古敢乡人民政府 古敢乡 水族文字书写项目 曲财农〔2021〕24号 省级 8

合 计 26





附件2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 扶持资金 10万元

项目年度目标 严格按时完成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项目执行方案的任务

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建设墨红彝族刺绣传习所 ≥80㎡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建设墨红彝族刺绣传习所，配齐传习所设
施设备，建设特色农耕文化、刺绣服饰、

特色图片等展柜

指标2：实施师带徒工程 ≥32人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实施师带徒工程，充分利用传承人所学的
技艺技法在本村或乡村技艺馆对辖区绣娘
进行现场培训，每个行政村培训2名绣娘

质量指标
指标1：建设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2：培训学徒出师率 ≥9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时效指标

指标1：当年完工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指标2：项目开工时间 2021年5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指标3：项目完工时间 2021年12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成本指标

指标1：建设墨红彝族刺绣传习所 ≥8万元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10万元中列支

指标2：实施师带徒工程 ≥2万元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10万元中列支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传承和发扬墨红彝族刺绣技艺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

指标2：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墨红镇彝族刺绣传统文化抢救保护执行方案
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1：群众满意率 满意率达90% 达90%以上

说明：1.根据《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所有项目需填写绩效目标和指标。绩效指标共3级，一级指标为财政厅规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3类；二级指标和
三级指标为根据一级指标，按照各项目实际具体填写，各级指标至少有1个。2.绩效指标的确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全面反映项目决策、项目和资金管理、产出和效益，优先选择最具代
表性、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指标内涵应当明确、具体、可衡量。



附件3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墨红镇彝族山歌演唱 扶持资金 8万元

项目年度目标 严格按时完成培育民族优秀文化项目的执行方案的任务

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举办民歌赛 ≥200人次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由墨红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牵头，彝族山歌演唱
传承人张立书为负责总体策划，在墨红镇举办一场全
镇范围的民族山歌赛

指标2：开展彝语翻唱录制 ≥50片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用原生态的彝族语言翻唱民歌，并翻录制作成光碟，
进行传唱

指标3：民歌征集 ≥50册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创办一次民歌征集并分类汇编成册，传承好、发展好

指标4：民族文化、民族服饰收集和收藏展 ≥20套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创办一次农耕文化、民族文化、民族服饰的收集和收

藏展览

质量指标

指标1：举办参与比例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2：建设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3：建设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4：建设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时效指标

指标1：当年完工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指标2：项目开工时间 2021年5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指标3：项目完工时间 2021年12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按时完成任务

成本指标

指标1：举办民歌赛 ≥2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指标2：开展彝语翻唱录制 ≥2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指标3：民歌征集 ≥2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指标4：民族文化、民族服饰收集和收藏展 ≥2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传承和发扬彝族山歌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指标2：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彝族山歌演唱）项目执行方案 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1：群众满意率 满意率达90% 达90%以上

说明：1.根据《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所有项目需填写绩效目标和指标。绩效指标共3级，一级指标为财政厅规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3类；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为根据一
级指标，按照各项目实际具体填写，各级指标至少有1个。2.绩效指标的确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全面反映项目决策、项目和资金管理、产出和效益，优先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
心指标；指标内涵应当明确、具体、可衡量。



附件4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 扶持资金 8万元

项目年度目标 严格按时完成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案的任务

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举办水族文字书写展览活动 ≥1场次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由云南省民族学会水族研究会牵头，在富源县多乐原景区举办一次庆祝建党100周

年水族书写展览活动

指标1：举办水族文字书写培训班 ≥10人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由云南省民族学会水族研究会牵头，邀请古敢水族文字书写传承人张学勤邀作培训
教师，带徒授艺，结合民族团结进步进校园活动，在古敢水族乡古敢中学开展两期

水族文字书写培训班，培训学徒10人

指标3：建设水族文字书写展览馆 ≥60㎡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由云南省民族学会水族研究会牵头，在富源县多乐原景区、古敢乡古敢中学、古敢

水族乡文化服务中心分别建设水族文字书写展览馆

质量指标

指标1：活动完整度 ≥95%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2：培训学徒出师率 ≥9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3：建设后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时效指标

指标1：当年完工率 ≥100%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2：项目开工时间 2021年5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指标3：项目完工时间 2021年12月 以检查验收为准

成本指标

指标1：举办水族文字书写展览活动 ≥3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指标2：举办水族文字书写培训班 ≥2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指标3：建设水族文字书写展览馆 ≥3万元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从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8万元中列支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传承和发扬水族文字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指标2：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1：群众满意率 满意率达90%
民族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水族文字书写）项目执行方

案

说明：1.根据《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所有项目需填写绩效目标和指标。绩效指标共3级，一级指标为财政厅规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3类；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为根据一级指标，按照各项目实际具
体填写，各级指标至少有1个。2.绩效指标的确定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全面反映项目决策、项目和资金管理、产出和效益，优先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指标内涵应当明确、具体、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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