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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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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对成都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8 成都创意设计周开展绩效评价，踏勘了

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现场评价项目点，进行了 10 余人次座谈

会，累计发放问卷调查表、满意度调查表 20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0 号文）文件精神，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要求，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行

业实际情况，切实加强对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为此，2014 年成都市政府牵头组织举

办了“2014 成都创意设计周”（第一届），以后每年主办一届。至

2018 年，为“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该项目符合《西部文创中

心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2）》打造全球文创交易会平台的要

求。符合成都市建设“三城三都”的世界文化名城城市规划以及打

造“世界文创名城”发展战略的要求。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为打造创意经济贸易平台、设计成果转化平台与

民生文化服务平台，促进文创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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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设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的高质发展，实现“成都制造”向“成

都智造”、“成都创造”的转变，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2.年度目标：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以“创意成都美好生活”

为主题，展示蓉城文创发展成果，搭建文化创意产业国际交流平

台，推项目、促交易、塑品牌，吸引更多海内外创意设计人才、

成果、项目齐聚成都，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提供

持久的动力源泉；观众对活动的总体满意度达 80%以上；逐步在

管理、运营、可持续办会模式上实现创新与突破，完善政府指导

与市场化运营有机统一的新机制，建立健全运营推广常态机制，

促进创意设计产业在新常态下协同发展。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及方式 

1.项目资金支持范围。 

本届创意设计周包括金熊猫创意设计奖、成都创意设计产业

展览会、iF 成都国际设计论坛三大主体活动以及公园城市美学峰

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村长论坛、行走的艺术时尚走秀、“一带一

路”国家文创产业座谈会和版权授权展等配套活动。三大主体活动

实施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金熊猫创意设计奖，分为城市空间创意设计类、工业

创意设计类、旅游文化创意设计类、乡村民间艺术创意设计类，

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9-12 日，颁奖典礼 2018 年 11 月 8 日，

活动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颁奖典礼金沙遗址博物

馆。每类分设专业组和概念组，专业组金奖 1 名、银奖 3 名、铜

奖 5 名、入围奖 10 名，共计 19 名；概念组分设新秀奖 5 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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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奖 10 名，共计 15 名。此外特设美丽乡村创想奖 29 名，以表彰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出涌现出的优秀创意和优质成果。 

（2）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设为城市空间馆、工业设

计馆、旅游文创馆、乡村艺术馆，展览时间 2018 年 11 月 9-12 日，

展览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1-4 号馆。 

（3）iF 成都国际设计论坛：主题为设计趋势、设计教育。

活动时间 2018 年 11 月 10 日，活动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水晶厅。 

2.项目资金支持方式。 

项目采取在项目预算金额内，按照总承包费用进行购买服务

方式实施，资金付款进度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项目总承包

服务费用为 2,988 万元，签订服务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 70%，即 2,091.6 万元，活动结束完成绩效评估并达到

甲方要求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即 89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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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踏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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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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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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展企业数量增长率：考核参展企业对比上一年度的增长

情况。 

2.提高城市知名度：考核举办创意设计周对提高成都城市知

名度、影响力及推动三城三都建设的作用。 

3.签约金额增长率：（1）意向签约金额增长率：考核本年度

对比上年度的意向签约金额增长情况。（2）现场签约金额增长率：

考核本年度对比上年度的现场实际签约金额增长情况，反映项目

的直接经济效益。 

4.满意度：主要考核受益群体的满意程度。 

5.长效管理：本指标考核本项目是否建立完善的长效管理制

度。 

6.部门协助能力：本指标考核项目实施后部门间工作协作能

力是否获得提升。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经综合评价分析，2018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项目决策依据充

分，但项目申报前未进行全面的评估论证。目标明确、合理。按

照计划目标标任务完成。项目资金拨付及时，资金使用合规。项

目执行科学有序，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较好，社会效益显著，但经

济效益一般。项目总体满意度为 87.06%，满意度总体较高，反映

本项目基本获得相关受益者的认可。 

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8.68 分，其中：项目决



  5

策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2.5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4.93 分；项目绩效满分 70 分，评价得分 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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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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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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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完成时效 5 5 

项目完成

（20 分 
完成成本 5 5 

参展企业数量增长率 10 10 
提高城市知名度 10 10 

意向签约 5 0 签约金额

增长情况 现场签约 5 5 
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 3 2.51  

iF 成都国际设计论坛 3 2.61  
金熊猫创意设计奖 3 2.78  

项目效益

（60 分） 

满意度 
本次调研 20 家参展商满意

度 
1 0.85  

长效管理制度 5 2.5 

项目绩效

（70 分） 

长期影响力

（10 分） 部门协助能力 5 5 
合计 100 88.68 

四、项目资金安排（含分配）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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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8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3,000 万元，实际

到位 3,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项目预算分配情况：支付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展览承项

目承办经费 2,988 万元；神鸟数据咨询有限公司绩效评估费 8.5

万元；四川金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专项审计费 2.8 万元；

项目结余资金 0.7 万元。资金使用率 99.98%。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如下： 

2018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 类别 预算金

额 
实际使

用金额 增减值 

1 金熊猫文创设计奖 450 455.5 5.5 

2 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

会 
1,713 1,825.87 112.87 

3 iF 成都国际设计论坛 260 252.88 -7.12 
4 中国城市设计美学成都 20 19.8 -0.2 
5 宣传 295 281.35 -13.65 
6 会刊画册编 20 19.88 -0.12 
7 其他费用 80 73.76 -6.24 
8 

成都新东方

展览有限公

司 

管理执行费 150 58.97 -91.03 

9 神鸟数据咨

询有限公司 绩效评估费 9 8.5 -0.5 

10 

四川金玺会

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

司 

专项审计费 3 2.8 -0.2 

合计 3000 2999.3 -0.7 

-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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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方式、措施及执行情况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已于 2016 年 9 月，通过竞争性

磋商方式确定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为成都创意设计周总承包

方，服务期限为 3 年。2018 年成都创意设计周根据成都市委市政

府批复同意的《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举办第五届成都

创意设计周活动有关事宜的请示》文件申请立项。2018 年成都创

意设计周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

办，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总承包执行。2018 年，由承办方和

总承包方签订了《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总承包采购项目服务合

同》。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按照《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活

动总体方案》执行实施。 

（二）财务管理情况 

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根据《成都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成府发〔2014〕7 号）的相关要求制定了《2018

成都创意设计周项目经费财务管理办法》，对项目预算、收入、

支出、采购、监督等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

构对本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目标实现程度、资金使用效益等进

行绩效评价，并对项目财务收支进行审计。具备相应财务监控机

制，实行了必要的检查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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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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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 2018 成都创意设计周部门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实际

完成情况资料，项目按时、按量、按质、以及在预算投资额度内

完成，项目产出完成情况较好。项目预计产出以及实际完成情况

见下表： 
指标 指标内容 计划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展会面积 4.5 万平米，包括 4 大展馆 4.6 万平方米，包括 4 大展馆 

参展厂商 超过 500 家 766 家 完成数量 

参展作品 2 万余件 2.35 万件 

完成质量 成功举办 无重大安全事故 无重大安全事故 

完成时效 按期完成 11 月 9 日-12 日 11 月 9 日-12 日 

完成成本 预算成本 3,000 万 2,999.3 万 

（二）项目效果情况 

1.国际化程度逐年提高。 

创意周举办之初即确立国际化的思路，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从

首届的 17 个增加到第五届的 33 个，国际参与度以年均约 18.6%

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参与奖项评选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从无到有、

从有到多，呈现逐步增长态势。 
五届创意周国际参与度统计对比表 

成都创意设计周 参与国家及地区数量 同比增长 

2014 年 17 / 

2015 年 18 5.8% 

2016 年 21 16.7% 

2017 年 24 14.3% 

2018 年 33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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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化程度和影响力逐年提升。 

创意周通过不断提高奖、展、会三大活动板块的专业化程度，

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整合 iF 设计奖等国际知名创意设计资源，

邀请创意设计领域权威嘉宾参展参会，包括国内外创意设计领域

领军人物、国际一线品牌首席设计师、国内外知名设计节会负责

人等。据今日头条数据显示，成都创意设计周影响力已超杭州、

厦门同类型活动，仅次于北京、上海设计周，位列全国第三。 

第五届创意周与国内同类活动相关指数对比表 

活动名称 主题 主体活动 国际影响力 
观众 
人次 

2018 成都创

意设计周 
创意成都

美好生活 

金熊猫创意设计奖、成都

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iF
成都国际设计论 

33 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

1000 余家创意设计机构参

展/会，作品超过 23000 件；

与德国 iF 设计奖合作，包括

获奖作品展和论坛 

约 15 万

2018 厦门国

际设计周 

设计的答

卷——致

敬改革开

放四十年 

设计的答卷—大型主题活

动、中国设计创新论坛、

“海边的 Designers”全城设

计狂欢、XIDW 设计师之

夜 

与德国红点奖合作，包括作

品展览和建红点博物馆 
- 

2018 年第二

届深圳设计

周 

设计的可

能 

主题展（包括展览和论坛

两个板块）、深圳环球设

计大奖、引入主宾国意大

利参与 

25 个国家地区的 1000 余名

设计师参展/会，作品超2500
件；引入主宾国意大利，打

造意大利馆 

约 15 万

2018 北京国

际设计周 
致敬生活 

开幕活动、主题展览、主

宾城市、北京设计奖、北

京设计论坛、设计博览会、

创新设计服务大会、非遗

设计、设计之旅、时尚北

来自 30 多个国家万余名设

计师及设计机构代表；与国

际设计联合会（ico-D）合作，

举办论坛；引入主宾城市丹

麦哥本哈根市，开展展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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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十大板块 论坛等活动 

3.市场化运营机制探索取得进展。 

参考国内外同类成熟展会运作模式，第五届创意周首次实施

了门票销售；组织邀请阿玛尼、迪士尼、乐高等在内的 86 个海内

外专业买家团开展商贸配对活动 68 场，同时举办一系列现场推广

活动；与四川航空公司开展市场化的互惠合作，创意周通过为四

川航空提供相应展位、突出展示其品牌等合作内容，获得四川航

空机舱视频广告 1 个月、杂志 2 页等超 20 万元的广告资源，用于

开展高端宣传。 

4.对外开放度和跨区域合作增强。 

参与创意周活动的国内省市以年均 12.7%的速度快速增长。

各省市设计机构及企业以参展、参观、参会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

创意周。创意周也通过参与厦门国际设计周、深圳设计周、北京

设计周、台湾文博会等国内知名创意设计活动，持续推广品牌、

提升影响力。而且，努力践行“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

加强与眉山、宜宾、德阳、巴中、资阳、乐山、广元、阿坝州、

甘孜州等市州区域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五届创意周国内参展参观团及宣传推广统计对比表 
成都创意

设计周 
国内省市参

展参观团 
同比

增长 
国内外宣传推广 

2014 年 18 / 考察设计上海、深圳文博会等 2 个项目，同时宣推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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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文化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

国家级权重媒体重点关注报道，新媒体浏览量超 1500 万

次。 

2015 年 21 16.7% 

考察厦门国际设计周、北京文交会等 3 个项目，同时宣

推创意周。 
国家级权重媒体持续报道。纽约时代广场播放 30 秒宣传

片 20 次，新媒体浏览量超 3100 万次。 

2016 年 23 9.5% 

考察中国（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香港营商周、

广州国际设计周等 5 个项目，同时宣推创意周。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权重媒体重点报道；今

日头条、新浪等新媒体深度关注，新媒体浏览量超 5000
万次；172 家海外媒体报道。 

2017 年 26 13% 

考察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厦

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

会、广州国际设计周等 9 个项目，同时宣推创意周。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权重媒体

重点报道；新媒体传播浏览超 1.94 亿人次。170 家海外

媒体报道及转载了相关新闻。30.3 万人在线收看了创意

周现场直播。 

2018 年 29 11.5% 

考察香港国际授权展、台湾文博会、深圳文博会等 12 个

项目，拜访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同时宣推创意周。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国家级

权重媒体持续报道；抖音、今日头条、新浪微博、腾讯、

微信等新媒体持续深度关注；精彩新闻报道及新媒体传

播提升了创意周关注度，浏览量超 2.23 亿次；279 家海

外媒体报道或转载了相关新闻。超 290 万网友在线收看

创意周盛况。 

5.城市创新活力逐步凸显。 

五年来，创意周以推动创意设计与城市融合发展为出发点，

累计展示创意设计作品超 15 万件，品类涵盖衣、食、住、行、游、

购、娱等方面。支持培育了洛可可、浪尖等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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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创意设计企业（机构），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创意设计领

域，推动古蜀、大熊猫、三国等文化资源不断转化。探索举办公

园城市美学峰会，从设计美学、城市景观、建筑规划等角度探讨

建设“公园城市”的设计美学路径。截止 2018 年，成都市从事文化

创意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有 15470 家，从业人员 56 万人，同比增

长 15.5%。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1.项目实施前缺乏全面评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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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解本项目主管部门多次组织专家对项目方案进行论

证，但未对项目是否可以实现一定的收入，以及在审定的方案情

况下，项目的合理投资额进行较详细投资论证。仅按照分大类进

行预估，如金熊猫创意设计奖（活动策划、实施费用）450 万元、

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组展服务执行、场地租赁、特装企业

施工管理、加班、电费、开幕式等）1,713 万元，分项预算较为粗

略。这对判断项目政府补贴额度的合理性带来一定影响。 

2.项目合同签订前预算不够精细化。 

项目合同签订预算金额按照整体预算、分大项预算。与申请

预算类似，预算不够精细化，影响后期预算执行的跟踪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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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管理方面 

1.合同未明确项目考核细则。 

按照《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总承包采购项目服务合同》约

定，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进行

专项收支审计和绩效评估，项目前期有单独绩效考核细则，但未

在合同中明确项目考核细则。 

2.合同未明确利润归属。 

按照签订的合同，项目实施方案涉及的投资已全部纳入补贴

范围，并考虑了承办方的合理利润。承办方在项目运营中，拓展

市场取得的收入（即本项目的门票收入 42.5 万元），在签订的合

同时，未对该部分市场运作收入的分配方式做出明确约定。目前，

本项目实现的门票收入 42.5 万元留存于承办方。 

（三）项目绩效方面 

1.市场开发有待进一步拓展。 

评价工作组按照招标要求，随机选取 20 家参展企业做了电

话问卷调查，多数企业反映希望成都创意设计周可以扩大规模、

影响力。另外有 70%企业表示如果主办方适当收取参展费用，他

们仍愿意继续参加。 

2.对行业专业买家的组织力度不够。 

目前成都创意设计周在业界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的深

度和广度还有限，尤其是对专业买家资源的集聚，相较国际知名

同类成熟展会仍有差距，以致在推动供需对接、实现资源转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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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欠佳。 

3.项目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2017 年意向签约金额 35.6 亿元，2018 年意向签约金额 11.91

亿元，项目意向签约金额对比去年减少 66.54%；2017 年现场成

交 5191.02 万元，2018 年现场成交金额 7910 万元，虽然现场成交

金额有所提升，但是总金额较小，项目带来经济效益不明显。 

（四）其他方面问题 

根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自评报告，“奖展会”三大主体活动存

在不足主要为：金熊猫创意设计奖品牌名称和奖项设置频繁改动；

展示的获奖作品因实体打样费用较高，多为产品图样，而非实体，

影响展出效果；创意设计展览的参展作品数量虽再创新高，但参

展作品质量依然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iF 成都设计论坛在参会专

家资源整合方面，力度不够。 

八、相关建议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1.建议项目申报审核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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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方案、项目运作收入

以及项目投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详细评估论证，合理确定项目政

府补贴金额。 

2.建议项目合同签订时，按照最后确定的实施方案，更加具

体精细化编制项目预算，并进行论证，便于后期结算的跟踪考评。 

（二）项目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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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保证项目质量可控，建议项目后期在招标以及签订的合

同中，根据绩效考核目标予以明确考核细则。 

2.建议项目经充分论证后，采取公开竞价承包补贴模式实施。

即承包方严格按照设计方服务方案执行，政府方按照承包方的报

价，并根据完成服务方案情况，进行审核和考评后，支付购买服

务费用。其经营自负盈亏，不在采取目前的预算内总包费用实施

模式。有利于提升承包方拓展市场的积极性和成本节约，逐步过

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运作模式，减少财政补助金额。 

（三）项目绩效方面 

1.优化完善市场运作方案。 

通过评价工作组问卷调查发现，多数文创类企业表示如果主

办方适当收取参展费用也愿意参加。建议相关单位优化市场运作

方案，根据不同企业类型、活动类型，差异化适当收取参展费用，

减少财政补贴。 

2.提高行业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 

一方面，与国际国内相关行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积极争取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优质版权和专业买家资源。另一方面，邀约

更多本地买家企业参加版权授权，增强版权授权对产业发展的带

动力。同时，加强与西欧、北欧、北美、日韩以及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的创意设计节会平台的互访合作，面向全球推广创意周

品牌。提高项目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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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方面 

参考国内外顶级设计类奖项，优化、固化“金熊猫创意设计奖”

的品牌名称、标准、分类等内容。创意设计展览参展作品需设置

评审环节，确保满足参展标准。成都设计论坛在与 iF 设计奖成功

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整合红点、IDEA、G-MARK 等优质创意设

计资源，联合打造更多元、参与度更高的设计论坛（会议）。 

 

 

四川大唐汇智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