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各类专项统计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机构运转类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元）

1,54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1,540,000.00 

财政拨款资金
（元）

1,540,000.00 其他资金（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元） 1,540,000.00 

项目概况

1、单位清查11万元：市统计局每年下发的关于开展年度新增工作的通知，新增入库补贴参考以往请示的标准（根据《深龙华发改办纪〔2019〕1 
号 》补贴标准：该项工作经费补贴标准按成功入库企业单位150元/家给予基层调查员适度补助，2018年年度新增入库约1000家）。2017和
2018年，全区新增入库企业697家、579家。2019年预计会有大幅增长，主要是2018年经济普查之后，基本达到入库标准的企业就有3000家，再考
虑到税务部门的相关企业信息，入库资源更多，因此大幅增长。
2、统计监测课题研究46.4万元：2019年百强外工业企业经营状况课题调研尾款5.6万元、现代服务业统计监测课题预付首付款15万元（按照现代
服务业有关统计制度要求，参考2019年经济运行外包服务方案，建立龙华的现代服务业监测体系，课题总预算35万元，2020年预计支付15万元）
、社消零课题5.8万、生态文明监测20万；
3、经济运行分析工作46万元：2019年经济运行分析工作经费规模45.98万，已付首付款金额20万，2020年需支付尾款26万元。参照2019年请示方
案的标准，预计2020年经济运行分析工作总预算45万元，预计支付首付款20万元；
4、商业综合体调查工作35万元：2019年商业综合体调查外包服务合同经费规模36.45万，已付两期款金额各10.9万元，2020年需支付尾款14.59万
元；2020年商业综合体调查工作两期款20万元（按照每年国家统计局、市统计局关于做好商业综合体、大个体调查的通知文件，参照2019年请示
方案的标准，预计2020年商业综合体调查工作总预算35万元，预付两期款20万元）。
5、赴西安财经大学培训15万元：培训费：40人*5天*550元/人/天=11万元；讲师费：25学时*1000元/学时=2.5万元；往返城际交通费：6人*0.3万
元=1.8万元。（全区统计系统参加培训人数50人，其中6人为统计局业务骨干及工作人员，往返城际交通费列入我局部门预算，其他人员由所在单
位报销城际交通费用。）                                                                                                                                                             

项目用途 1完成规上重点企业的培训，提供定期的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开展新增企业入库、商业综合体调查、现代服务业监测等专项工作。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标

1、完成年度新增企业入库
2、完成一季度、二季度的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3、完成一季度、二季度商业综合体调查
4、开展半年度重点企业培训
5、完成现代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年度新增企业数量；
商业综合体、现代服务业季度定期报表及分析
完成两次重点企业集中培训
四个季度经济运行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新增企业数量 100 市统计局

课题数量 3 根据局工作要求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数量 4 根据合同要求

商业综合体调查数量 14 根据合同要求

质量

新增企业成长性 新增企业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一套表数据

课题评审意见 课题达到局领导、专家的要求 专家评审会意见

经济分析报告质量 报告质量达到局领导要求 局领导评审

商业综合体的成长性 商业综合体营业额增速高于社零 调查取得

时效 新增企业 2020年2月前完成 无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新增企业对行业经济的拉

动作用
无

社会效益
完善我区的服务业统计数

据
0 无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无 0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统计执法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机构运转类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元）

44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440,000.00 

财政拨款资金
（元）

440,000.00 其他资金（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元） 440,000.00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的文件精神,把控
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进一步强化统计执法监督力度,坚决反对和制止统计上弄虚作假行为,确保源头数据客观真实，全面实行依法治
统，我局将认真组织开展数据质量重点检查和“双随机”抽查工作。

项目用途
考虑到2018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执法检查的成效显著，且此次执法检查企业数较多（共240家），需查阅财务资料的专业性强，包括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三级科目）、纳税申报表、生产成本报表明细等财务报表。为帮助检查人员更好的把握企业财务报表的相关指标数
据，确保检查结果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真实性，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此次检查，为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提供财务会计方面的专业意见。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标 协助完成240家统计数据质量检查任务，为数据质量检查提供会计咨询和建议。

年度绩效目标 协助完成240家统计数据质量检查任务，为数据质量检查提供会计咨询和建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执法检查企业数量 240 完成执法检查400家企业，撰写执法检查报告

质量 执法检查效果 0 数据质量重点检查和“双随机”抽查

时效 按时完成 本年度内 根据合同要求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无 0 无

社会效益
把控数据质量，完善统计

执法流程
0 无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无 0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机构运转类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元）

53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530,000.00 

财政拨款资金
（元）

530,000.00 其他资金（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元） 0.00

项目概况
统计抽样调查工作是专门组织的非全面调查工作，其本身调查定义是按随机原则，在总体中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观察，借以推算总体指标数值的
一种调查方式，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为补充的统计调查体系，统计抽样调
查能够体现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

项目用途
主要用于住户调查开展访户固户培训，加强调查员的责任意识，提高源头数据质量；保障龙华区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工作顺利
推进；为确保住户调查数据质量和样本的客观代表性，开展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标 按统计调查相关制度文件要求按时完成调查数据审核、汇总和上报工作，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准确

年度绩效目标
按统计调查相关制度文件按月、季度完成住户调查访户固户、培训、数据质量巩固月活动、报表审核汇总报送工作；完成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
经营户跟踪调查访户固户、培训、季报数据审核汇总上报工作；按住户调查样本轮换通知要求完成住户调查摸底、开户阶段样本轮换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
营户跟踪调查数据审核上

报

1
根据《关于开展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的通知

》要求

住户调查数据审核上报 1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深圳一体化住户

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调查经费拨付 1
根据《关于拨付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季报补
贴经费的通知》要求、《关于调整一体化住户调查相关补贴标

准的通知》样本轮换摸底、开户阶段
数量

1 根据样本轮换相关文件

质量

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
营户跟踪调查数据上报率

和质量
1

根据《关于开展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的通知
》要求

住户调查数据上报率和质
量

1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深圳一体化住户

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时效 报表上报及时性 1 满足统计调查相关制度文件要求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0 根据上级部门年度考核结果通报

社会效益 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1 根据上级部门年度考核结果通报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无 0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统计管理业务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机构运转类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元）

50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500,000.00 

财政拨款资金
（元）

500,000.00 其他资金（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元） 500,000.00 

项目概况

1、为全面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优化统计服务质量，更好向党政各级领导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决策依据，我局每年均编印《月度参考》、《主
要经济指标蓝皮书》等统计产品。
2、为做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成果记录，全面、系统地阐明龙华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服务各级领导战略制订和宏观决策，我局拟推进《
2020年龙华区统计年鉴》编制工作。

项目用途

1、《月度参考》、《统计快报》等刊物为区领导决策参考刊物，《主要经济指标蓝皮书》为统计局内部使用刊物。
2、《2020年龙华区统计年鉴》对完善本地区统计信息档案化管理、指导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帮助社会各界了解龙华发展基础情况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和支撑作用。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标
1、按月完成《月度参考》、《统计快报》；
2、按季完成《主要经济指标蓝皮书》；
3、完成《2020年龙华区统计年鉴》。

年度绩效目标
1、按月完成《月度参考》、《统计快报》；
2、按季完成《主要经济指标蓝皮书》；
3、完成《2020年龙华区统计年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2020年龙华区统计年鉴

》
200 根据合同要求

质量 年鉴编制质量 满足统计数据公布需要 根据合同要求

时效 按时完成 本年度内 根据合同要求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无 0 无

社会效益 无 0 无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无 0 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统计之家运行工作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机构运转类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元）

330,00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元）
330,000.00 

财政拨款资金
（元）

330,000.00 其他资金（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元）

0.0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元） 280,000.00 

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围绕中心、提高能力、学以致用、重在实效、突出基层、满足要求”二十四字方针，更好地促使统计工作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夯实“统计能力提升年”统计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增加统计队伍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加强政企沟通、联系和学习，结合
统计工作实际,开展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

项目用途
2020年统计协会会费；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统计员之家活动服务费；交流学习参训人员往返城际交通费；参加统计部门会议培训及外出调研
经费

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标 按活动方案要求开展统计员之家活动；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参加培训学习

年度绩效目标
按活动方案要求，按活动计划表组织开展统计员之家系列活动，夯实统计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加强统计部门与基层统计员之家的联系、沟通和
学习，提高企业对统计工作配合度，从源头上提升统计数据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外出学习交流 40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统计大讲堂 300 根据2019年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统计美团队风采 40 根据2019年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开展活动期数 2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质量

活动实效 1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活动方案内容 1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课程安排 1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管理和服务 1 协助单位活动方案

时效 工作及时完成性 1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工作及时完成性 0 根据龙华区“统计员之家”活动方案要求

社会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无 0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