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王伟才、袁冬霞 联系电话 85652400（电视）、85652767（电台）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3474 本年度预算金额 3474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3474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3474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专项主要是我台电视剧、栏目、纪录片、电影、新媒体节目版权等节目采购，以及
精品节目制作和公益宣传1860万元；日常技术平台和基础建设，包括演播室改造、媒体港大楼建设、
融媒体建设、为安全播出投入的维保、设备更新等公共服务支出1674万元。

项目规模
1、全台广播电视设备设施技术维护、技术设备采购等；音频、视频制作播出系统升级改造、运行维
护；2、广播电视剧、栏目记录片、电影、新媒体节目版权等节目采购。

项目范围

1、广播电视技术系统设备更新；2、广播电视系统运行维护；3、电视演播室改造；4、超高清视频系
统；5、音频扩声系统；6、态势感知系统；7、播控中心系统；8、广播网络音频矩阵；9、机房基础设
施改造；10、宽带通讯维护费用；11、办公室设备；12、影视剧节目、电视纪录片、宣传片栏目等节
目采购制作。项目完成后，将提升我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水平，为广大济南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
文化食粮。

项目历史绩效
提升我台广播电视覆盖影响力，提高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水平，提高我台技术发展水平，提高我台的社
会公信力、为济南大强美富通的城市宣传取得良好效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具体分工为1、设备维修维护购置：由技术管理部牵
头，台政府采购办负责招标合同管理，电台制作播出部、电视制作、电视播出、电视转播部、发射中
心等相关部门负责项目实施和验收。财务经营部负责资金审核和支付；2、影视剧采购播出：由电视总
编室负责选片采购，电视各频道负责播出使用。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新广电发[2016]124 号）。《济南广
播电视台电视剧采购管理规定（试行）》《济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采购管理规定》补充条款



项目立项情况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项目立项必要性

遵照习总书记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在互联网+新形势下提出的战略转型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要求，我台积极主动适应传播技术、媒体格局、舆论
生态的变化，全面提升传播效益。建立健全新媒体分发渠道，为老百姓多渠道传播党的声音，为百姓
解决实际问题。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职工800余人。本项目技术牵头部门6人，采购及合同管理3人，实施及项目管理人员60
人，节目采购及使用管理人员15人，该项目人员共计84人

财力条件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3474万；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1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为实现新闻宣传媒体融合的任务，我台将在技术支撑层面、全媒体新闻宣传制播流程层面分步实施融
合媒体事业建设，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宣传媒体融合的汇聚、节目生产、新媒体发布、新闻生产调度以
及分发云平台搭建，实现新闻生产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生产流程再造。该项目旨在顺应当前网络
和数字技术发展形势，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坚持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坚持发展和管理并重，达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伴随项目的逐步实施，我台将实现本土特色鲜明、形态
多样、手段先进的现代全媒体传播格局，更好的满足党和政府宣传事业要求，满足济南市广大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年度绩效目标
采购超过1700集的精品电视剧，加强技术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保，推进济南市广播电视产业发
展，增强济南市广播电视台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带动广电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技术设备及系统更新改造数量 =6套

运行维护系统数量 =5个

机房基础设施改造数量 =1项

宽带通讯运行维护 >500M

采购的电视剧数量 >=1700集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改造验收合格率（%） =100%

软件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运维验收合格率（%） =100%

采购的电视剧主题符合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时长 8个月

工程建设及时性 及时

系统改造及时性 及时

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运维工作及时性 及时

采购电视剧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广告经营收入 >=680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社会影响力 提升

新购置设备使用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系统故障发生率(%） <=1%

工程事故发生数 0起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观众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媒体港项目补助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林川 联系电话 85652203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2700 本年度预算金额 2700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2700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2700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该项目拟投资5亿元左右，其中4亿元用于购买大楼，1亿元用于楼体功能改造和工艺装修、配电增容、
核心业务建设等。

项目规模

以“济南媒体港”依托，以济南建设“新媒体之都”为契机，发挥“媒体港”入驻企业引领作用，建
设好“济南现代影像大数据中心”、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联盟、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联盟新媒体产业
园、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济南创新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五大版块。同时投入多种资源，针对
入驻企业和周边展开策划、制作、转播、拍摄、存储、宣传、投融资等全方位服务，加快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推进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争取省市
和高新区文化建设项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探索建立“商业空间+产业运营+金融服务”的一体化运作
模型，通过对商业空间的定位招商及运营管理，结合专业运营、产业孵化、产业引导形成文化产业集
群并导入金融资本等服务体系，塑造产业联动优势和资本引导优势，从而为入驻企业赢得市场竞争和
快速发展的机会，实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繁荣。

项目范围
项目涉及购楼支出、内部装修装饰施工、空调系统建设、配电系统建设、机房工程施工、消防工程施
工、热力系统施工等项目支出，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基础建设支出，外部广告宣传标牌施工建设等
项目

项目历史绩效
该项目现已投资4.2亿元，主要用于购楼支出和空调、配电、机房、消防、热力等基础设备设施支出，
现A7号楼已投入使用，并有部分企业已经入驻，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由济南媒体港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实施，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迟蕾同志兼任，林川同志、朱传义同志、鲁蔚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济南媒体港的组织协调、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督查督办等日常工作。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1、王忠林书记关于济南广电要“下功夫打造区域性媒体品牌”的批示要求；2、济经信函字[2018]10
号，关于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审核的复函函



项目立项情况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项目立项必要性

项目实施必要性济南高新区目前已发展成为我市文化产业、IT高科技产业集聚高地，我台在济南高新
区适时打造济南媒体港产业项目，一方面有利于深度开发利用内容资源，实现内容资产的保值增值，
满足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与IT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条，吸引上下游文化企业集聚发展，打造文化创意研发和广告文化产业重点园区，建设融
媒体产业孵化器和高科技创意产业集群式发展基地。目前，媒体港已达成多个项目意向，具体有：1.
腾讯（济南）众创空间，2.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济南创新基地；3.新媒体头部平台山东总部；
4.济南现代影像大数据中心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职工。按照项目化、专业化要求，成立3个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及职责分工如下1
、综合协调组9人；2、项目招商组5人，3、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组3人，具体工作人员共计17人

财力条件 1、财政专项资金；2、我台往年结余资金；3、银行贷款资金

物力条件 依托汉峪金谷A7号楼，智慧全媒体中心平台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整合国内外高端智力技术资源，建设“中国新媒体之都”，构建链接京津、沪杭互联网板块的新媒体

产业高地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园区中心4万平方米的基础建设。为打造全国一流的城市影音资源大数据库、城市形象展示窗口、

内容产业服务平台、媒体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打下坚实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建筑面积（平方米） 4万平米

购商品楼 =1幢

空调系统完工率（%） =100%

机房设备安装完工率（%） =100%

配电设备安装完工率（%） =100%

装饰装修完工率（%） =100%

质量指标

装饰装修验收合格率（%） =100%

空调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配电系统设备安装合格率（%） =100%

商品楼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商品楼交付及时性 及时

装饰装修完工及时性 及时

空调系统安装完工及时性 及时

机房设备安装完工及时性 及时

配电设备系统完工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每年租金收入 >=170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商品楼使用率（%） =80%

当地经济增长率（%） >=0.20%

文化企业入驻率（%） >50%

建设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 有成效

满足我台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需求 满足

可持续影响指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驻企业满意度 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驻人员办公服务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高清电视改造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刘岳 联系电话 85652263

项目属性 跨年度支出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900 本年度预算金额 900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900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900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该项目为济南广播电视台高清综合制作平台，建设集高清播出系统，高清制作系统、收录系统、文件
化送播系统为一体的、先进的、稳定的、可靠的高清制播平台。本系统具备高清素材上载、高清视音
频精编、配音、高清演播室播出、高清信号收录、文件化送播，高清播出中心调度平台、监控平台及
播出传送等核心功能，实现我台现有3至4个电视标清频道的高清化转换。

项目规模
该项目包含建设集高清播出系统，高清制作系统、收录系统、文件化送播系统，高清素材上载、高清
视音频精编、配音、高清演播室播出、高清信号收录、文件化送播；对我台3-4个频道进行高清改造

项目范围
该项目覆盖整个济南地区，对电视信号收发系统改造升级，满足济南市民对文化生活需求，满足济南
市民对视频节目画面质量的需求，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强烈、栩栩如生的画临其境的感觉。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由技术管理部牵头，电台制作播出部、电视制作、
电视播出、电视转播部、发射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项目实施和验收。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国家广电总局于2017年11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高清电视发展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250号）
。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项目立项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
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当前媒体竞争极度加剧，传统媒体受到互联网媒体巨大冲击的严峻形势下，电视
台必须转型发展，提升节目品质，为广大观众提供高品质的电视节目。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快推进
高清电视发展的通知》（新广电发【2017】250号）通知要求，高清化是电视发展的方向，推进电视频
道制作播出的高清化，是深化广播电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电视频道质量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收视需要的重要决策，电视台要积极推进自办频道的高清化转换进程，加快台内高清电视节目的采
集、制作、播出体系建设，加强高清电视直播专业队伍培养，到2020年，省级和较发达地区电视台基
本实现高清化，地级以上电视台主要频道实现高标清同播，高清频道成为主流播出模式。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职工。本项目具体为技术牵头部门6人，采购及合同管理3人，实施及项目管理人
员60人，该项目人员共计69人。

财力条件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900万；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项目立项情况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高清电视改造项目，可以使我台9套电视节目通过实现高清电视转换，使300万以上用户、约900万以上
人口收看到高品质的电视节目，推动我台节目内容生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提高办台水平和节
目品质，加快济南广电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壮大主流媒体舆论阵地，提升广播电视宣传传播力和

影响力。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改造，完成我台3-4个标清频道的高清化转换，使更多群众收看到高品质的电视节目，加快济南广

电高质量发展，壮大主流媒体舆论阵地，提升广播电视宣传传播力和影响力。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清化转换频道数量 >=3个

系统改造完工率（%） =100%

设备购置完工率（%） =100%

质量指标
高清改造设备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改造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系统改造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购置设备使用率（%） =100%

系统故障发生率（%） =0%

工程事故发生数 0

服务民生能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观众满意度 满意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济南广播电视台鲁中传媒中心基本运行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隗铜 联系电话 0634-8866987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962.1 本年度预算金额 962.1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962.1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962.1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本项目用于保障广播电视台鲁中传媒中心在专题制作、网站制作、新媒体节目、综艺、儿童节目、新
闻、广告、广播、大型活动等节目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人力、物力等费用，以及为保障广播电视设
备正常运转产生的设备购置、设备维修等相关费用。

项目规模
本项目适用于传媒中心自办栏目、外购栏目、以及各部门栏目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保障节目
质量所购置的设备及设备的维修维护；项目涉及鲁中传媒中心后勤保障部室及业务创收部室。

项目范围

项目地域范围：项目位于济南市莱芜区境内，涉及到的人员主要有中心后勤保障工作人员、各业务科
室工作人员、代理业务相关人员以及制作节目过程中产生的外聘演职人员、服务人员等。项目业务范
围：广播电视设备购置、设备运行维护、系统升级改造、节目采购制作、大型活动、栏目策划、宽带
通讯维护保障等。

项目历史绩效
该笔资金的拨付，改善了传媒中心长期以来的资金困难，提升了中心节目质量，提高了节目制作水
平，提高了中心在专业设备领域的水准，使传媒中心整体电视节目影响力得到提升，更好的发挥了主
流媒体的宣传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项目的组织架构很广，主要包括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总编室、技术部、都市广播、生活广
播、新媒体中心、电视新闻中心、科教频道、电视广告中心、产业发展部、播控部、录制部、节目部
、播音部、社教中心等内设部门。本项目具体分工为：设备购置及维修维护由技术部牵头，各部门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上报采购计划，技术部核实，通过统一询价及招标，审核签字完成后财务部支付项
目资金；节目采购由电视总编室负责选片采购，节目部负责播出使用。3.广告制作策划由负责创收的
11个业务部门负责。4.大型活动由文艺活动部牵头，负责全程策划、制作，录制部负责节目录制，播
音部负责节目主持等。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项目符合《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理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符合
拨付标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传统媒体面临的市场冲击，使中心一度面临资金困难，市财政及时给予财政补贴，缓解了
中心财务压力，使中心节目有了很大的起色，提高了节目质量，提高了观众听众满意度。如果没有该
笔专项资金的拨付，单靠中心一己之力，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很难提高节目质量，节目质量停滞
不前则无会严重影响观众、听众满意度。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鲁中传媒中心，共有职工300余人，为保障财政资金落到实处，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作
用，中心各部门职工各司其责，从项目审核、项目实施、项目落实都严把质量关。

财力条件 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的专项资金。

物力条件
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执行。项目落实所需场所主要有鲁中传媒中心技术楼、演播大
厅、播控机房等现有场所。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符合《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理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符合

拨付标准。

年度绩效目标
购买不少于6档电视节目，分别是《话山论剑》、《长鸿说电影》、《世界大不同》、《喜闻乐见》、
《每日一葩》、《生活甜甜圈》。举办市民参与度高的大型活动，加强广播电视技术设备更新，提升

节目采录编播质量，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技术设备及系统更新改造数量 >=3套

运行维护系统数量 >=2个

购置电视栏目数量 >=5个

宽带通讯运行维护 >=2个

自办栏目数量 >=4个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改造验收合格率（%） =100%

软件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运维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及时性 及时

系统改造及时性 及时

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运维工作完工及时性 及时

采购电视剧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广告经营收入 >=100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新购置设备使用率(%) =100%

系统故障发生率(%） <=1%

工程事故发生数 =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部门间协作满意度 满意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听众、观众满意度 >=80%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济南广播电视台主要活动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陈建新、陈响林、李耿、马进、周雪涛 联系电话 85652678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840 本年度预算金额 840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840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840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1、济南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追梦新时代主题朗诵歌咏朗诵大赛。活动费用135万元。2
、全省“红动齐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活动费用65万元。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社会氛
围营造项目，费用195万元。4、新中国成立70周年社会宣传，活动费用125万元。5、国庆70周年社会
氛围营造宣传，活动费用100万元。6、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游园联欢活动，活动费用160万元。
7、系列群众活动，活动费用60万元。

项目规模

1、走进区县、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50多个，举办歌咏朗诵海选活动50余场。2、举办一场全省“红
动齐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3、设计全市通稿，制作全市重点过街天桥及单立柱50余处。4、对制作
出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公益广告，通过公交移动电视、城市户外大屏幕、楼宇电
视、地铁电视等，同时进行宣传刊播，形成规模，形成声势，形成广泛社会影响。5、通过人行过街天
桥、大型立柱广告、大型电子显示屏，进行宣传刊播，形成规模，形成声势，形成广泛社会影响。6、
举办鹊华秋色  盛世欢歌一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会国庆游园联欢活动。7、开展4项活动，拍摄2
部宣传片。

项目范围 面向全济南市进行宣传，活动面向全济南市民，涉及全市70多个市直部门及广大群众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1、《关于全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通知》(济发(2019)11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济南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济办发(2019)9号)。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8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必要性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按照中
央、省委文件要求，报请省委审核同意后，近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全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通知》(济发(2019)11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济南市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济办发
(2019)9号)。为落实省、市委部署，济南广播电视台推出一系列比赛、活动和宣传，营造建国70周年
良好的社会氛围。

人力条件
本项目由电视新闻频道、广传公司、广电传媒公司、娱乐频道、新媒体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全台人力
资源支持。

财力条件 该项目由我台自有资金先行开展，财政资金后续保障

物力条件

我台目前拥有新闻、经济、交通、文艺、音乐、故事、私家车等7个广播频率，新闻、都市、影视、娱
乐、生活、商务、少儿、移动、数字地面电视等9个电视频道，《济南画报》杂志1个平面媒体，“天
下泉城”“泉城党建”“无线济南”“叮咚FM”等新媒体客户端以及“济南网”官方网站，“济南广
播电视传媒有限公司”“山东天下泉城传媒有限公司”“济南广播传媒有限公司”等3个全资文化产业
实体。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35%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多种途径的宣传和活动，充分运用各种社会宣传载体媒介进行宣传，在全市广泛营造建国70周年

庄严隆重、热烈喜庆、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年度绩效目标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追梦新时代主题朗诵歌咏朗诵大赛和、全省“红动齐鲁”红色故
事讲解大赛2场大赛；进行3项建国70周年社会氛围营造宣传项目；举办1项鹊华秋色  盛世欢歌一一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会国庆游园联欢活动；开展系列群众活动。在全市广泛营造建国70周年庄严隆

重、热烈喜庆、欢乐祥和的浓厚氛围。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赛事数量 =2场

举办主题宣传项目数量 =3项

举办游园联欢活动数量 =1场

举办系列群众活动数量 =1项

质量指标

赛事贴合主题性 =100%

主题宣传项目主题契合度 =100%

游园联欢活动主题契合度 =100%

系列群众活动主题契合度 =100%

时效指标

赛事举办及时性 及时

主题宣传项目举办及时性 及时

游园联欢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系列群众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建国70周年良好社会氛围 有效

形成广泛社会影响 有效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协作满意度 满意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915发射台房屋修缮改造专项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林川 联系电话 85652367

项目属性 市委市政府确定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1244.7 本年度预算金额 1244.7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1244.7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1244.7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对原915发射台房屋修缮改造，恢复原发射台基础设施的使用功能，作为我台的备用台使用；增添场区
各项相关配套设施，完善场区设施设备功能，绿化周边环境；对场区内线路设备进行更新升级，以保
障发射台的正常运转。

项目规模
该项目作为我台的备用台站，可以满足济南市在特殊时期通过无线电波进行新闻宣传需求，战略地位
高、在无线电波覆盖领域意义重大。

项目范围
该项目位于千佛山风景区内东南区域，项目规划用地面积58亩，翻修翻盖房屋工程建筑总面积655平方
米；基础设备设施更新改造，线路设备设施进行铺设，周边环境进行绿化美化。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成立915发射台项目工作组负责，台技术管理部、电台发射、转播等技术部门配合推进
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山东
省文化厅“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项目立项必要性

915发射台位于千佛山公园内，始建于1972年，曾经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济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战时备用
台，现存有70年代使用的专用设备与其它设施。作为见证济南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印记，915发射台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它不仅是各级政府新闻播出机构和传播单位，同时还肩负着干扰当地
敌台信号的重要任务。目前，915发射台房屋已使用44年，年久失修，部分墙体开裂、屋顶漏水，已成
为危房；场区配套设施及其不完善，环保问题突出；台内设备、供电线路老化严重，存在很大安全隐
患。为保障发射台的正常运转，并积极响应中央、省、市各项推进文化大发展的政策，推进济南市“
文化强市”的建设，济南广播电视台拟实施“915发射台房屋修缮改造项目”。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成立项目工作组负责推进实施

财力条件 1、财政专项资金；2、项目不足资金有我台自筹解决。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各项专业设备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2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有效的修缮改造，能够消除发射台现有的安全隐患，既能满足日常新闻、广播的传播，也能保证

遇到突发事件时发射台可以正常使用，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

年度绩效目标
计划完成655平米房屋修缮，15000平米的周边环境绿化，消除发射台现有的安全隐患，既能满足日常

新闻、广播的传播，也能保证遇到突发事件时发射台可以正常使用，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施设备采购数量 一批

修缮改造完工率（%） =100%

周边环境绿化面积 15000平米

房屋修缮面积 =655平米

质量指标

设施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修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周边环境绿化率（%） >=60%

时效指标

设备设施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系统改造及时性 及时

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设备设施使用率 =100%

工程事故发生数 =0起

系统故障发生率（%） <=2%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到位情况 及时到位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性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观光旅游游客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建设补助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史湘萍 联系电话 85652203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1074.64 本年度预算金额 1074.64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1074.64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1074.64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本项目是《济南广播电视台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媒资整合工程》一期建设的后续项目，在一期项目
建设中,完成了台内媒资系统的建设。本期工程将建设现代化的数据中心，实现对济南众多媒体影像数
据的存储，利用人工智能、视频分析、大数据及互联网等技术实现对众多媒体影像资料的分析与挖掘.

项目规模
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化运营平台，将影像数据中心打造成一个区域性的视频数据仓库、以视频内容为核
心的数据挖掘和价值发现平台，新媒体产业孵化平台。

项目范围

（1）完成现代影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音视频处理分析等
技术，提高中心对影像数据的处理、存储、分析及挖掘能力。（2）建设现代影像生产传播平台，通过
APP、Web技术同专业影像生产制作技术相结合，使平台具备影像内容生产及传播能力。（3） 通过采
用有效的运营服务方式，服务于影像数据中心平台系统的维护，线上线下的运营。

项目历史绩效 基础装修正在建设期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一期“媒资整合工程”项目由电视
制作部具体建设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1、《济南现代影像大数据中心项目建议书》2、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方案3、济南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关于济南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审核的复函》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项目立项必要性
建设现代影像数据中心，打造城市影音资源数据库、城市形象展示窗口、内容产业服务平台、发展示
范区和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很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媒资整合工程作为一期建设项目，建成影像资
料存储和媒资管理系统，是影像数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员工

财力条件 财政专项资金和自有资金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机房场地和专业设备



项目立项情况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现代影像数据中心项目依托济南广播电视台独有的媒体资源优势，汇聚全市各行各业有价值的影像资
料，聚合最前沿的数字化影音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高科技的数字
化技术手段和全媒体传播方式，形象化具体化展示发布、宣传报道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和蓝图谋划，
讲好济南故事，树立党委政府新形象，提升城市认知度、美誉度、向心力和凝聚力，打造全国一流的
城市影音资源数据库、城市形象展示窗口、内容产业服务平台、发展示范区和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目前核心业务需求和现代影像数据中心的一期建设目标，提供约20万小时高清节目增量和近10万

小时存量的存储管理能力，为该项目的二期后续建设和实现影像资源的运营服务打下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清节目增量 >=200000小时

系统软件采购完工率（%） =100%

硬件软件安装完工率（%） =100%

质量指标

硬件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软件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运行稳定性率（%） =100%

时效指标

硬件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硬件设备安装及时性 及时

软件系统安装调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影像视频资源智能化提升率 >=100%

提升我台在广电行业市场竞争力 提升

提升我台文化产业影响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业务使用部门满意度 满意

观众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济南智慧全媒体中心-鹊华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刘岳 联系电话 85652263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690.61 本年度预算金额 690.61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690.61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690.61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全媒体“鹊华云”二期工程建设施工，现有媒体平台移动通讯、宽带、CDN分发、系统等保测评、部分
软件功能升级开发、云资源租赁等日常运营支撑费用。

项目规模

鹊华云项目投入4000万资金，采用“互联网思维”和“融合思维”，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有效整
合，强化平台传播能力，构建济南外宣多维立体话语体系，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阵地。面向济南市的融媒体中心业务，构建支撑融媒体的技术平台，从技术基础架构上实现业务上
云，统一资源和数据，将核心媒体库与一期的融媒体中心的媒资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实现以融媒体中
心技术平台为核心的全媒体业务平台，逐步将无线济南、叮咚、天下泉城等业务整合在一个平台内实
现统一运营。

项目范围
构建支撑融媒体的技术平台，从技术基础架构上实现业务上云，统一资源和数据，将核心媒体库与一
期的融媒体中心的媒资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实现以融媒体中心技术平台为核心的全媒体业务平台，逐
步将无线济南、叮咚、天下泉城等业务整合在一个平台内实现统一运营。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项目由技术管理部牵头，电台叮咚FM客户端、电台制作播出部、无线济南、新媒体中心、电视天下泉
城客户端、电视制作播出部具体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新广电发[2016]124 号）。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预算法》

项目立项必要性

本项目在媒资系统整合工程、全媒体“鹊华云”一期工程建设基础上，进行全媒体“鹊华云”二期工
程建设；实现《天下泉城》客户端、《济南网》网站、《叮咚FM》客户端、《无线济南》客户端等新
媒体技术平台当中融媒体手机端移动通讯、宽带、CDN分发、系统等保测评、软件功能升级开发、云资
源租赁等日常运营支撑。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员工

财力条件 财政专项资金和自有资金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各项专业设备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本项目在媒资系统整合工程、全媒体“鹊华云”一期工程建设基础上，进行全媒体“鹊华云”二期工
程建设；实现《天下泉城》客户端、《济南网》网站、《叮咚FM》客户端、《无线济南》客户端等新
媒体技术平台当中融媒体手机端移动通讯、宽带、CDN分发、系统等保测评、软件功能升级开发、云资

源租赁等日常运营支撑。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全媒体“鹊华云”二期工程建设；完成部分《天下泉城》客户端、《济南网》网站、《叮咚FM》
客户端、《无线济南》客户端等新媒体技术平台当中融媒体手机端移动通讯、宽带、CDN分发、系统等
保测评、软件功能升级开发、云资源租赁等日常运营支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能力，巩固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能力。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套设备设施采购数量 =1批

设备设施安装完工率（%） =100%

设备设施到货数量 =1批

质量指标
升级改造验收合格率 =100%

系统测评合格率 达标

时效指标
升级改造完工及时性 及时

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能力 提升

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能力 提升

服务民生能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协作满意度 满意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观众满意度 满意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创城宣传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迟蕾 联系电话 13853195119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209 本年度预算金额 209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209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209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1.宣传片拍摄制作20万。2.市民文明行为奖励回馈平台100万。3.重点区域公益广告改造投放70万。4.
公交车候车亭公益广告15万。5.出租车迎评车贴设计印刷4万。

项目规模
1、高标准制作一部20分钟的创城专题片《自豪吧，济南！》2、研发搭建市民文明行为奖励回馈平
台，实现平台正常运营，发展基础用户，开展各类活动。3、在南郊宾馆建设6项广告项目、大于100处
广告位4、在7条主干道投放公交车候车亭公益广告5、济南市出租车迎评车贴。

项目范围 面向全济南市进行宣传，范围覆盖全体济南市民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由电视新闻频道、济南广播电视传媒有限公司、“
市民文明行为激励回馈机制平台”工作专班组织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1、王忠林书记“宣传发动再深化。要在发动群众上下功夫，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具体要求
。2、中共市委宣传部、济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创建文明城市宣传工作的相关要求。3
、《济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4、济南市文明委《关于建立市民文明行为激励回馈机制的意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8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项目立项必要性
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扩大济南“全国文明城市”影响力，提升泉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多
种宣传途径，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努力打造公益泉城、温暖泉城、文明泉城。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员工

财力条件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50% 8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部署要求，扩大济南“全国文明城市”影响力，提升泉城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多种宣传途径，做到天天有报道、处处赞创城,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

的宣传格局。

年度绩效目标

1、高标准制作一部20分钟的创城专题片《自豪吧，济南！》2、研发搭建市民文明行为奖励回馈平
台，实现平台正常运营，发展基础用户，开展各类活动。3、在南郊宾馆建设6项广告项目、大于100处
广告位4、在7条主干道投放公交车候车亭公益广告5、济南市出租车迎评车贴。通过多种宣传途径，做

到天天有报道、处处赞创城,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的宣传格局。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拍摄宣传片数量 =1部

搭建运营平台数量 =1个

平台注册用户数 >=30000人

建设重点区域广告项目 =6项

公益广告投放范围 =7条主干道

投放重点区域广告位数量 >100处

质量指标

平台年累计故障时长 <=10小时

建设广告项目质量达标率 =100%

公益广告投放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拍摄宣传片及时性 及时

搭建平台及时性 及时

投放广告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对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 实现

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实现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电视问政平台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王伟才 联系电话 85652203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38.32 本年度预算金额 38.32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38.32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38.32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电视问政”高清制作项目费用；600平米演播室改造。

项目规模
“电视问政”高清制作项目，包括高清制作网络系统和前后期设备配套项目；600平米演播室改造，包
括对600演播室整体舞美及其他相关设施进行改造；对大屏幕在线包装系统及图文在线包装系统相关设
备进行改造。

项目范围

前后期摄像机、录像机设备及周边附件，后期制作网络系统及设备，适应电视问政节目直播、录制和
满足24小时全天候移动掌上问政的节目生产需求；大屏幕在线包装系统、高标清三维图文在线包装系
统、智能信息采集审核工作站等设备、灯箱、塑胶地板、地台、观众台、主持台、景片等。该项目完
成后将提升《作风监督面对面》整体节目质量，更好地为济南市民服务。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由电视制作部、转播部具体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8号《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项目立项必要性
该节目制作生产平台高清化升级改造后，可满足节目直播、节目录制，实现24小时掌上问政；满足节
目的前期摄录、后期制作包装需求。对全面提升电视问政节目品质，打造全国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
济南问政权威监督品牌，推动我市“1+3”监督平台完善联动机制提供坚强的保障。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职工 ，本项目由其中电视制作部、转播部25人负责。

财力条件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相关设备市场成
熟，可以通过市场、政采取得。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电视问政”高清制作项目为打造电视问政平台提供技术设备配套，包括高清制作网络系统和前后期
设备配套。完成设备安装集成和系统建设，并如期投入使用，为栏目和节目的采制、制作、播出等提
供技术系统支撑和功能保障。通过600平米演播室舞美改造,确保《作风监督面对面》舞美提升档次，

提高整体直播节目质量。

年度绩效目标

“电视问政”高清制作项目为打造电视问政平台提供技术设备配套，包括高清制作网络系统和前后期
设备配套。完成设备安装集成和系统建设，并如期投入使用，为栏目和节目的采制、制作、播出等提
供技术系统支撑和功能保障。通过600平米演播室舞美改造,确保《作风监督面对面》舞美提升档次，

提高整体直播节目质量。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项目数量 =3项

项目建设实施完工率（%） =100%

设备购置到货率（%） =100%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设备设施运行稳定率（%） >98%

时效指标

设备到货及时性 及时

设备安装及时性 及时

设备交付使用及时性 及时

设备采购合同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节目播出视觉效果提升 提升

作风监督面对面栏目收视率 提升

系统及设备使用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配备设置完备性 完备

协作满意度 满意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观众满意度 满意

工作人员满意度 满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设备维修和设备购置专项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刘岳 联系电话 85652263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200 本年度预算金额 200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200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200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主要用于我台日常设备升级改造、服务器运行维保，网络宽带费用、信息系统及其等保测评等。

项目规模

此项目包括以下同项：设备的升级改造工作，主要包括济南网无线济南客户端负载均衡等网络设备的
更新改造，济南网系统的运行维保工作，无线济南、济南网一年网络宽带及CDN费用，济南广播电视台
新媒体中心发布系统信息系统的等保测评工作，技术设备维修、为保障安全播出投入的维修保养、设
备更新。

项目范围
该项目面向全台设备、系统、网络宽带等。项目完成后，将提升我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水平，保证官
网正常访问为广大济南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本项目由技术管理部和新媒体中心牵头具体实施。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新广电发[2016]124 号）。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项目立项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部署要求，我台积极主动适应传播技术、媒体格局、
舆论生态的变化，全面提升传播效益。建立健全新媒体分发渠道，为老百姓多渠道传播党的声音，为
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项目立项情况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拥有职工800余人。本项目技术牵头部门6人，采购及合同管理3人，实施及项目管理人
员60人。

财力条件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200万；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

其他 无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预算执行进度 0% 0% 5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采购设备及维修服务，主要用于我台日常技术平台设备补充，包括技术设备维修、为保障安全播出投
入设备更新等。该项目将保障我台实现本土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现代全媒体传播格局，

更好的满足党和政府宣传事业要求，满足济南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一个设备的更新改造，一个系统的运行维保，一年的网络宽带费用，一个系统的等保测评工作。
该项目将保障我台实现本土特色鲜明、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的现代全媒体传播格局，更好的满足党和

政府宣传事业要求，满足济南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更新改造数量 =1个

系统运行维保数量 =1个

网络宽带及CDN时长 =1年

系统的等保测评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设备更新改造合格率 =100%

设备运行利用率 >=80%

网络宽带及CDN稳定性 稳定

时效指标

设备更新改造及时性 及时

系统运行维保及时性 及时

系统的等保测评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济南市民文化需求 实现

提升我台社会影响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信息传递及时性 及时

部门协作满意度 满意

维护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配套设施维护及时性 完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观众满意度 >=80%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名称 济南广播电视台东迁购置贴息

项目实施单位 济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负责人 林川 联系电话 13789824111

项目属性 经常性业务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起始时间 2020 项目结束时间 2020

项目总金额 1000 本年度预算金额 1000

项目资金申请

资金来源 金额 资金来源 金额

合    计 1000 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专项 政府性基金收入

市筹基建 1000 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专项收入 上年结转

- 其他收入

项目概况

项目内容

济南广播电视台“媒体港”大厦项目主要是为了发挥济南广电在文化建设中的品牌优势，利用“济南
媒体港”的物业平台和硬件技术支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创办“济南媒体港文化创意产业园”。    
该项目于2017年7月启动，购买汉峪金融中心A7-1号楼。该楼位于经十东路与凤凰路交叉口的西南，高
新区汉峪金谷A1片区的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41340多平方米，总高25层，单层建筑面积1780平方米，
是目前济南较高端的甲级商务写字楼项目。    “媒体港”大厦项目建设预算总支出预计5.8亿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购楼及装修等各类支出共计3.96亿元，其中购楼款已支付3.5亿元，使用兴
业银行贷款支付1.2亿元，每年需支付兴业银行本息1500多万元。2020年财政拨付汉峪金谷A7号楼购置
贴息补贴1000万元。

项目规模 2020年财政拨付汉峪金谷A7号楼购置贴息补贴1000万元。

项目范围 济南市

项目历史绩效 无

项目组织架构及分工

济南广播电视台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由原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及市广播电视
局所属其他事业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处、财务经营部、技术管理部
、总编室、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台经济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电台
故事广播、电台广告中心、电台制作播出部、电台发射部、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都市频道、电视
娱乐频道、电视影视频道、电视生活频道、电视商务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电视国际部、电视广告中
心、电视制作部、电视播出部、电视转播部、电视发射部、新媒体中心、网络中心、后勤保障部、产
业发展中心、安全保卫部等33个内设机构

项目立项情况

政策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新广电发[2016]124 号）

法律依据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项目立项必要性
济南广播电视台“媒体港”大厦项目主要是为了发挥济南广电在文化建设中的品牌优势，利用“济南
媒体港”的物业平台和硬件技术支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创办“济南媒体港文化创意产业园”。

人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全体职工

财力条件 财政专项资金和自有资金保障

物力条件 济南广播电视台现有各项广播电视专业设备、播出系统、融媒体平台等现有资源。

其他 1、申请使用财政预算专项资金1000万；2、项目不足资金使用自有资金予以保障。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资金支出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资金支出进度计划
预算执行进度 0 0 1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定将东迁购置贴息1000万元用于汉峪金谷A7号楼购置贷款偿还付息使用。严格按
照资金使用规定将东迁购置贴息1000万元用于汉峪金谷A7号楼购置贷款偿还付息使用。保障我台正常
资金运转，为打造全国一流的城市影音资源大数据库、城市形象展示窗口、内容产业服务平台、媒体

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打下坚实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定将东迁购置贴息1000万元用于汉峪金谷A7号楼购置贷款偿还付息使用。保障我
台正常资金运转，为打造全国一流的城市影音资源大数据库、城市形象展示窗口、内容产业服务平台

、媒体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新媒体产业孵化基地打下坚实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使用购置贴息金额 =1000万元

质量指标 偿还利息足额率 =100%

时效指标 偿还利息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单位信誉 实现

保障资金正常运转 有效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部门满意度 >=80%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