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湖北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摘要版）

湖北东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



- 1 -

报告编码：B324202210003

2021 年度湖北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摘要版）

报告名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预算部门（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

预算年度：2021 年度

评价类型：项目■ 政策□ 部门整体□

评价单位：湖北东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主评人 1：余宝珍

主评人 2：陈慧

专家：穆涌

正式提交日期：2022 年 4 月



- 2 -

2021 年度湖北广播电视台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摘要版）

一、 自评得分

本次评价通过预算执行情况、产出和效果三个维度，对湖北

广播电视台2021年度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的综合

评分为92.00分。

绩效指标 权重 评级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预算执行情况 20% 20 20 100%

项目产出 40% 40 40 100%

项目效益 40% 40 32 80%

综合绩效 100% 100 92.00 92.0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执行率情况

2021 年度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实际执行

11598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符合国家及湖北省相关法规政

策的要求，在项目资金投入依据及投入程序上符合相关规定，设

立了明确、细化、量化的绩效目标，项目资金能及时到账。

（二）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1 年湖北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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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方面发射站把信号发射到卫星上实际执行频率在

5850-6665MHz，放大器功率达到 82dB，视同达标率为 100%，极

化隔离度大于 30dB 能保证卫星信号良好传送，极化隔离度≥

30dB，湖北卫视高清视音频信号编码传输码率达到 18Mbps，卫

视播出信号出现黑场、闪断等播出事故时长低于 3.6 秒/百小时，

湖北卫视全年高清信号播出时长不低于 8400 小时，下行 EIRP≥

35dBW;环境辐射低于 0.02μW/cm
2
，高标清同播有效提升了湖北

卫视高清入网率，实际覆盖费用涉及财政资金 0.79 亿，覆盖户

数 4.07 亿，户均覆盖费用为 0.20 元/户，覆盖人口为 12.28 亿，

71 城市组覆盖率为 97.43%，运维方面转播电视频道套数和广播

频道套数均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完成任务，发射机达到满功率、满

时间、满调制度运行的要求，停播时长达到要求，广播人口覆盖

范围达到全省；效益指标方面，收视率排名第 12 位，到达率排

名第 11 位。

（三）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卫视传输覆盖项目招标完成时间较晚，导致项目总代理商执

行合同时间不足，对自然落地有线网的湖北卫视信号监看力度不

够，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少数自然落地有线网停止传输湖北卫视

信号的现象，上述问题对传输和覆盖的可持续性造成了相关的影

响，基本实现了项目的可持续性目标。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及绩效标准的准确性有待完善。部分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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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存在二级项目绩效指标标准与一级项目绩效指标标准不一

致的现象。

二是部分自然落地有线网的湖北卫视信号入网率下降。全国

重点有线网都采取了协议落地方式，其中11张自然落地有线网往

年免费传输湖北卫视信号，但对方在2021年10月不再免费传输湖

北卫视信号，提出要收取落地费，停止传输湖北卫视信号，入网

率因此下降了0.35%。

三是项目招投标时间滞后导致部分协议在年底未完成签订。

基于疫情影响，卫视传输覆盖项目招标完成时间较晚，导致项目

总代理商执行合同时间不足，少部分落地合同未能在 2021 年底

前完成签订。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是完善项目绩效管理执行考核机制。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要

求，做好可行性论证，科学筛选年度任务，调整优化二级项目结

构，统筹预算内容安排，合理分配项目资金，提高财力配置的科

学性、合理性。从行业角度，科学制定建设运行标准，为编制预

算提供依据。根据项目特点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切实增强项目

执行考核的约束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在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方

面进一步完善和明确长期绩效和年度绩效指标和标准，保证一级

项目和二级项目产出和效益指标的一致性，同时完善项目指标的

相关维度，以及提高与部门整体战略目标的契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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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大自然落地有线网湖北卫视信号的补网力度。2021

年11月采取补网措施后，湖北卫视入网率提升到99.2%，下一步

将建立健全覆盖全部有线网监看机制和覆盖信息反馈网络，及时

发现和纠正地方网络违规行为，年中组织一次对省内县级网络传

输湖北卫视和湖北影视信号实地抽检，邀请省网落地办一起开展。

三是提前项目招标时间，及时完成协议签订和执行。卫视覆

盖办将不断探索和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操作流程和行为规

范，引导招投标双方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交易活动，加强重点环节

的监督和管理，提前启动卫视覆盖和传输业务总代理招标工作，

完成总代理项目公开招标，与中标公司签订年湖北卫视传输和落

地业务总代理合同。配合和督导省网络公司完成 2021 年覆盖总

代理合同，全程参与落地工作每个环节，实时掌控合同完成进度，

密切监控网络传输湖北卫视情况，确保湖北卫视覆盖规模和质量

的稳定和提升。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湖北广播电视台高度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将以本次

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年度项目资金安排和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

在各类项目的立项中，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将各类项目工作

纳入了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在下一年预算申报

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绩效指标与预算安排的结合，增强绩效指标的

准确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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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及运行维护项目

主管部门 湖北广播电视台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广播电视台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

执行率）

11,598.00 11,598.00 100.00% 20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A）

全年完成值

（B）
权重 得分

产出指

标

（40

分）

广播电

视传输

质量指

标

（20

分）

上行频率

完成率
5850-6665MHz 5850-6665MHz 3 3.00

放大器功

率达标率
82dB 82dB 3 3.00

极化隔离

度完成率
大于 30dB 大于 30dB 3 3.00

信号码率

完成率
18Mbps 18Mbps 3 3.00

停播率达

标率

低于 3.6 秒/百

小时
低于 3.6 秒/百小时 2 2.00

播出时长

完成率

不低于 8400 小

时
8784 小时 2 2.00

下行 EIRP

实现率
≥35dBW ≥35dBW 2 2.00

环境辐射

达标率

低于 0.02μ

W/cm2
低于 0.02μW/cm2 2 2.00

广播电

视覆盖

质量指

标

（20

分）

覆盖地区 575 个 575 个 4 4.00

覆盖人口 11 亿 12.28 亿 4 4.00

覆盖户数 2.7 亿 4.07 亿 4 4.00

户均覆盖

费用
0.22 元/户 0.20 元/户 4 4.00

71 城市组 83.00% 97.43% 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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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

效益指

标

（40

分）

社会效

益

（20

分）

湖北卫视

收视率排

名

第 12 位 第 12 位 10 10.00

湖北卫视

到达率排

名

第 12 位 第 11 位 10 10.00

可持续

影响

（20

分）

卫视传输

项目可持

续性

可持续 基本实现 10 6.00

卫视覆盖

项目可持

续性

可持续 基本实现 10 6.00

总分 100.00 92.00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卫视传输覆盖项目招标完成时间较晚，导致项目总代理商执行合同时间

不足，少部分落地合同未能在 2021 年底完成签订。部分自然落地有线

网的湖北卫视信号入网率下降。全国重点有线网都采取了协议落地方

式，其中 11 张自然落地有线网往年免费传输湖北卫视信号，但对方在

2021 年 10 月不再免费传输湖北卫视信号，提出要收取落地费，停止传

输湖北卫视信号，入网率因此下降了 0.35%。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2022年将项目招标时间提前，将于 2022年 5月底前完成公开招标工作。

加大自然落地有线网湖北卫视信号的补网力度。2021 年 11 月采取补网

措施后，湖北卫视入网率提升到 99.2%，下一步将建立健全覆盖全部有

线网监看机制和覆盖信息反馈网络，及时发现和纠正地方网络违规行

为，年中组织一次对省内县级网络传输湖北卫视和湖北影视信号实地抽

检，邀请省网落地办一起开展。

备注：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

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

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

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

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

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