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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赛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支出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我们接受成都市

财政局委托，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2019 年 8 月 11 日对成都市

体育局 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赛开展绩效评价，踏勘了成都传媒

集团现场评价项目点，进行了 12 人次座谈，累计发放问卷调查表、

满意度调查表 7109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2017 年 12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卫生计生委、旅游局等在内的 11 部委联合研究制定

了《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0）。 

成都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以马拉松运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群众马拉松

消费需求为导向，推动马拉松运动产业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

运作与发展，实现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新

常态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有力支撑

和持续动力。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 〕63 号）文件议定，至

2017 年起，每年以市政府名义主办的马拉松赛事原则上为两场，

春季为成都双遗马拉松赛，秋季为成都国际马拉松赛。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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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府阅〔2017〕101 号）文件议定，成都传媒集团作为赛事的

承办单位，负责 2017 年-2019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赛的具体执行和

运营推广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从 2018 年起，力争通过 4 年时间，将成马打造成为国际田

联和中国田径协会“双金”赛事，并最终以成马升级为全球第七个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为总目标。 

2.年度目标。 

最终参赛人数 2.8 万人，完赛率达 90%以上，无安全事故，

通过市场运作，完成现金和实物收入 3000 万元，满意度达到 85%

以上。成都国际马拉松不仅将塑造和营销成都“三城三都”城市品

牌，而且将扩大城市国际化营销、提升城市全球影响力；成都国

际马拉松将以国际化赛事举办为契机，充分展示成都作为南方丝

绸之路起点、“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节点城市独

特魅力。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及方式 

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办，成都市体育局作为行业主管，成都传媒集团具体承办。本次

赛事费用涉及政府补贴的部分，由成都传媒集团向成都市人民政

府及市级相关部门申请，并按其审批结果进行执行并支付。根据

成都市体育局与成都传媒集团签订的 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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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保障服务委托执行协议，本项目补助资金使用范围为：竞赛组

织工作、后勤保障工作、赛事医疗卫生、安保支持工作和宣传服

务工作，经费共计 1,000 万元。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补助

资金。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采用综合评价法及现场调查法相结

合的方式，具体包含比较法、因素分析法、访谈、问卷调查、资

料的查证与复核等。 

（二）评价指标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和《2019 年成都市部门项目

（业务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结合该项目设立背景、

项目总体目标、年度目标及资金支持对象具体特性情况，设置本

项目效果特性指标。具体如下： 

1.投入产出比：主要考察项目市场运作情况。 

2.参加人数增长率：主要将本年度参赛人员与上一年度参赛

人员进行对比，通过参赛人员的增长情况反映赛事参与者认可度。 

3.带动城市消费：考察项目实施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 

4.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考察项目实施带来的社会效益。 

5.长效管理：项目实施后长期效益的持续性，项目长效管理

制度的完善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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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门协助：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中的政府各部门工作安排，

考察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情况。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经综合评价分析，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但项目前期论证不

充分。项目绩效目标明确，合理可行。资金使用合规，预算资金

执行率 100%。项目按照计划完成，社会效益显著，但经济效益

有待提高。受益对象总体满意度为 86.6%，满意度较高，基本获

得受益者的认可。 

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6.38 分，其中：项目决

策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2.5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4.38 分；项目绩效满分 70 分，评价得分 59.5 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标准分值 实际得分

必要性（政策依据） 5 5 
科学决策（10分） 

可行性（政策完善） 5 2.5 

明确性 3 3 

项目决策

（15分） 
绩效目标（5分） 

合理性 2 2 

投入管理（5分） 预算执行率 5 5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财务监控有效性 1 1 财务管理（5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 2 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政府招标规范性 1 1 

合同管理完备 1 0.38  

项目管理

（15分） 

项目管理（5分） 

项目质量可靠 1 1 

完成数量 5 5 

完成质量 5 3 

项目绩效

（70分） 

项目完成（20分） 

完成时效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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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成本 5 5 

投入产出比 10 5.34  

参加人数增长率 6 6 

带动城市消费 7 7 

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 7 7 

项目效益（40分） 

满意度 10 8.66  

长效管理制度 5 2.5 
长期影响力（10分） 

部门协助能力 5 5 

合计 100 86.38 

四、项目资金安排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赛市级财政年初预算补助资金 650 万

元，由于市委、市政府要求成都国际马拉松赛按照世界马拉松大

满贯赛事标准打造，并结合赛事调整到中心城区举行，综合保障

要求提高，以及赛事规模由 2 万人增加至 2.8 万人等实际情况，

中期追加 350 万元，调增后预算总金额为 1,000 万元（成都传媒

集团申请市财政补贴 1572.46 万元）。实际执行 1,000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成都市体育局按照合同约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将项目预

算资金 1,000 万元全额拨付给成都传媒集团。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成都传媒集团及

下属单位“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项目财政专项资金专项审计报

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成都传媒集团实际投入财政补贴

的赛事运营保障服务费用 1,210.28 万元（含分包费用），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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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860.94 万元，应付未付赛事运营保障服务费用 349.34 万元。

按照成都传媒集团与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约定：赛事

费用涉及政府补贴的部分，由成都传媒集团向成都市人民政府及

市级相关部门申请，并按其审批结果进行执行并支付，政府补贴

以外的其他费用由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并全部承担。

因此，财政补贴资金承担 1,000 万元，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承担超支经费 210.28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实际开支数 财政补贴 广州万达体育承担 

1 竞赛组织工作  308.60  225.00   83.60  

2 赛事后勤保障  185.38  108.00   77.38  

3 赛事安全保障  383.00  383.00   -    

4 赛事医疗卫生  64.00  64.00   -    

5 赛事宣传推广  269.30  220.00   49.30  

 小计 1,210.28 1,000.00 210.28 

 

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名称 预算安排费用
项目实际合

同费用 
已支付合同

费用 
未付合同费用

成都传媒集团 343.66 553.91 469.95 83.96 

成都商报社 547.9 547.93 282.55 265.38 

成都新闻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101.44 101.44 101.44 / 

成都先锋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7 7 7 / 

合计 1,000 1,210.28 860.94 349.34 

五、项目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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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管理方式、措施及执行情况 

1.项目管理方式及措施。 

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由中国田径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办。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 2017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筹备

工作的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101 号）的精神，确定成都

传媒集团作为赛事的承办单位，负责 2017-2019 年成都国际马拉

松赛的具体执行。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赛由成都传媒集团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招选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推广。 

根据成都传媒集团与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合同，其主

要约定： 

（1）项目分工：成都传媒集团负责竞赛组织、后勤保障、

赛事医疗卫生、安保支持以及宣传服务等涉及政府补贴部分工作。

项目其余运营工作均由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2）费用承担：赛事费用涉及政府补贴的部分，由成都传

媒集团向成都市人民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申请，并按其审批结果

进行执行并支付，政府补贴以外的其他费用由广州万达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并全部承担。 

（3）利润分配：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成都传媒

集团项目合作费 100 万元，履约保证金 500 万元，项目所有收入

属于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赛事利润按 2: 8 的比例分配，

即成都传媒集团享有赛事利润的 20%，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享有赛事利润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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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价工作组现场调查了解，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除 CCTV-5 赛事直播事宜（项目预算金额 600 万元）未按合同履

行外，赛事直播改由旅游卫视进行直播（初步结算 425 万元），

其余事项严格按照合同分工执行。 

（二）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及执行情况 

成都传媒集团根据《成都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及国资委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要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成都传媒集团财政专项资金审计监督实施办法》（成传

集发〔2014〕68 号）、《成都传媒集团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成传集发〔2017〕44 号），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核算、监

督以及单位的职能职责做出了明确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

承担单位财务核算规范，项目财务制度较为健全。通过查看项目

相关财务账表及相关凭证，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1.完成数量：项目按计划目标数量圆满完成。 

类别 计划完成数量 实际完成数量 

参赛选手（名） 28000 28000 

系列活动（个） 10 10 

注：系列活动包括新闻发布会、官方训练营、官方见面会、马拉松博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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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质量：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赛事组织有序，顺利举

行，圆满落幕。但本次赛事未完成在 CCTV-5 的赛事直播，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完成质量。 

3.完成时效：2018 年成都国际马拉松按既定计划，按时完成。 

4.成本控制：根据成都传媒集团《关于报请审核 2018 成都国

际马拉松赛事预算的请示》（成传集报〔2018〕245 号），项目

预算金额 6,392.81 万元。成都传媒集团《关于审定 2018 成都国际

马拉松政府补贴项目调整情况的请示》（成传集报〔2018〕348

号）提出项目初步结算金额 5,725.77 万元，其中包括前期无预算

支出项目，但后期新增项目金额 965 万元（万达体育赛事推广费

490 万元、赞助商赔款 450 万元、场地租赁费 25 万元）。 

截至评价日，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公司处于特定发

展节点为由，未按合同要求，履行赛事完成后的项目审计工作。

因此，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的项目运行部分实际投资

费用无法获知。本次评估项目实际总投资暂以成都传媒集团提供

的项目初步结算金额 5,725.77 万元为依据，项目投资未超过预算，

控制成本较好。 

（二）项目效果情况 

1.经济效益。 

（1）直接经济效益：本届赛事吸引了冠名赞助商、官方合

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供应商、支持企业 5 大类别的商业赞

助伙伴共计 20 家，实现赞助招商收入 2,777 万元，报名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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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万元，收入共计 3,050 万元。 

（2）间接经济效益：据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计分

析 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举办期间直接投资和参赛选手的消费情

况，本届马拉松对成都市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经济的拉动作

用上亿元。 

2.通过立体营销全面打造了赛事品牌形象，提升了成都国际

影响力。 

一是邀请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官员和中国田径协会主要

领导来蓉考察，提升成马的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响力。世界马拉

松大满贯联盟和中国田径协会对成都城市形象和赛道设计给予了

高度评价，对成马的前期筹备工作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成都通

过努力加入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赛事表示欢迎和支持。 

二是立足全球视野，通过多视角的策略，提升成马赛事宣传

影响力。赛事信息登陆纽约时代广场大屏，获得了美国每日先驱

日报、早晨新闻网、先锋晚报、布法罗新闻报、欧洲邮政公报等

世界知名媒体对本项目 346 篇的赛事报道；通过欧洲广播电视联

盟向北美、欧洲、亚洲超过 300 家联盟电视台、媒体平台投放了

赛事集锦。协调中国田径协会战略合作伙伴《旅游卫视》对赛事

进行了 190 分钟的电视直播，并在新华网、腾讯体育、凤凰体育、

优酷、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 40 余家网络平台同步播出，所有平

台直播观看量接近 5000 万次。通过纸媒、新闻网站、新闻 APP、

微博、微信、抖音等多平台矩阵对外发布赛事信息。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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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至 10 月 28 日，全网成马相关宣传报道累计 8.68 万条，点击

阅读量 6.12 亿次。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通过国内外媒体的高频

度、广范围传播，有力地宣传了成都的良好城市形象，提升了成

都国际影响力，社会效益较好。 

3.展现成都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塑造“三城三都”城市品牌

形象。 

2018 成都国际马拉松的赛道体现了历史与现代的结合，赛道

途经金沙遗址博物馆、琴台路、合江亭、安顺廊桥、九眼桥、四

川大学、望江楼公园、东湖公园、天府国际金融中心、成都演艺

中心、环球中心、中国-欧洲中心、天府绿道桂溪生态公园、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赛事前半程主要对成都的历史古迹进行展示，

后半程则主要呈现成都崭新的城市风貌，让跑者既能感受“老成

都”的蜀风雅韵，又能体味现代成都的朝气与活力。另外，大赛组

委会还在沿途设置了 26 个音乐加油站，展现新时代天府文化的内

涵和魅力，塑造成都“三城三都”的城市品牌形象。 

4.项目满意度调查。 

根据成都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具的《2018 年东风日产国

际马拉松评估报告》：本次项目满意度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7109

份，其中参赛选手答卷 5920 份，赛事服务人员答卷 1162 份，赞

助商答卷 27 份。整体来看，对 2018 成马举办的整体情况表示满

意的被访者，约占所有被访者的 93%，其中表示“非常满意”的约

占 42%；仅有约 1%的被访者认为本次赛事举办效果欠佳。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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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满意度较高，说明本届赛事受到大多数参与者的认可。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1.项目前期缺乏全面的事前全面论证。 

按照《成都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

“.....（申报审核）对支出金额较大、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应当组

织专家成立评审论证小组或者委托有专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进

行评估论证。”本项目属于支出金额较大、专业性较强的项目，经

调查了解本项目前期主要对项目的实施方案进行论证，未对项目

投资以及市场开发进行全面的事前评估论证。这对判断项目政府

补贴额度的合理性带来一定影响。 

2.项目运营模式有待改进。 

（1）目前中国马拉松项目主要运营模式。 

目前，马拉松项运营模式主要有两种：其一，由本地国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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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司组建专业公司运作。如国内市场拓展较好的三个马拉松，

北马、上马和厦马，均是由本地国资背景的公司组建的专业公司

运营。其中，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在上海市体育局和东浩兰生集团

共同打造的专业体育赛事公司运营下，已成为“双金”马拉松资格

赛事，不仅拥有多家稳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在赞助商数量上逐

年增加，商业运营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其二，采取公开拍卖特许

经营权模式。如杭马赛事，由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以 1.03 亿元取得

四年特许经营权;2019 年第一届济南国际马拉松，济南市体育局

拟以政府支付补偿预算金额为 1200 万元/年的方式，进行公开招

标后，由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以 0 元报价最终中

标，取得 3 年三年特许经营权。 

（2）本项目运行模式的弊端。 

本项目由政府指定成都传媒集团作为成都国际马拉松赛事

的承办单位，特许经营权未通过公开竞选方式取得。其项目重要

的运营推广工作，主要又通过分包方式完成，分包运营商期限 1

年。对比上述其他城市的马拉松运营模式，本项目运营模式不利

于提高承办单位的积极性、专业性；运营推广合作期限短，也不

利于项目形成稳定、长期的赞助商合作伙伴，对项目市场开发运

营带来较大的影响。 

（二）项目执行管理方面 

1.项目相关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评价日，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按合同履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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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的项目审计工作；项目运营商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由于未按协议履行马拉松 CCTV-5 赛事直播事宜，成都传媒集团

没收 500 万履约保证金，但成都市体育局与成都传媒集团签订的

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该笔违约金归属问题，截至评价日，该笔违约

金留存于成都传媒集团；由于传媒集团未与成都市卫计委签订的

医疗保障合同，截至评价日，赛事医疗卫生项目补助预算费用 64

万暂未支付；在赛事执行过程中，部分项目方案变更增减缺乏书

面批复资料，如执行中增加万达体育赛事推广项目费 490 万元；

减少微信、微博内容制作及传播等事项共计 433 万元。 

2.项目举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赛道基础设计、规划有待完善。 

通过参赛选手的赛后调查统计发现，选手们对 2018 成都国

际马拉松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赛道设计、赛程规划上。共有 4763

名被访者在问卷中提出了对明年成都马拉松赛事组织的建议和期

望,其中 1854 名选手对赛道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占比约 39%。 

（2）赛事服务管理有待加强。 

通过参赛选手、赛事志愿者的赛后调查统计发现，选手们在

对赛事服务的意见建议中，多次提到本届赛事的起点检录、终点

奖牌领取等环节存在管理混乱的现象。 

（三）直接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本届赛事吸引了冠名赞助商、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

官方供应商、支持企业 5 大类别的商业赞助伙伴共计 20 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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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赞助招商收入 2,777 万元，报名费收入 273 万元，合计 3,050

万元。项目预估投资 5,726 万元（实际投资有待审计），项目尚

未实现盈利，本项目财政补贴 1,000 万元。与同类赛事 2019 年济

南马拉松（第一届）相比，财政预算支付 1,200 万元补贴，通过

招标，智美赛事营运管理（浙江）有限公司以 0 元报价中标。另

外北马、上马、厦马、杭马早已实现盈利，如杭马运营商每年支

付特许经营权费用高达 2,500 万元。因此，成马的经济效益有待

进一步提高。 

八、相关建议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1.建议项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成立评审论证小组或者委托有

专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事前对项目方案、投资及运营收入、

合理补贴进行全面评估论证。 

2.参照国内马拉松比较先进的运营模式，建议项目尽快研究

确定成马今后运管模式。一是采取由国资公司与知名体育运营公

司合资成立专业运营公司运营模式；或者是公开转让一定年限（3

年或 4 年）项目特许经营权模式。 

（二）项目管理方面 

1.建议成都传媒集团督促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按照合

同约定，尽快接受审计工作，及时了解项目实际运营成本。 

2.广州万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CCTV-5

赛事直播事宜，影响了项目赛事的影响力。其违约缴纳的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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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保证金，建议由财政收缴。建议后期合同的签订应更加细化

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 

3.建议成都市体育局尽快督促成都传媒集团明确了解赛事医

疗卫生预算费用 64 万元是否需要支付，若无需支付，应收缴财政。 

4.在以后赛事执行过程中，建议规范项目执行方案中具体事

项的变更手续，尽量采取书面协商，利于项目后期的监督跟踪。 

5.建议后期举办成马赛事时，更加合理设计赛道、优化赛事

流程的以及提升组织管理服务水平，更好的使项目受益者满意。 

（三）项目经济效益方面 

建议项目采取上述先进的运营模式，并要求运营商不断加大

成马的组织宣传，提高成马的知名度，在运营推广中，加大运营

推广范围，结合成都为餐饮名城以及旅游名城的特点，开展与成

都餐饮企业、旅游景点、酒店等的合作（比如参赛选手在指定合

作单位消费可以享受优惠，同时运营商可以获得一定的提成）。

既有利于推广餐饮企业和旅游景点的宣传，同时可以提高项目的

综合效益，减少财政的支出，甚至财政可能获得一定的特许经营

权收入。 

 

 

四川大唐汇智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