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区统计局开办费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8.06 18.06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8.06 18.06 10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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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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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2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1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8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9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日常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5.14 15.14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5.14 15.14 10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1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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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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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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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9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7

总计 100 100 97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办公家具购置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32.582 32.576 99.98%

  其中：财政拨款 32.582 32.576 99.98%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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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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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7

总计 100 100 97.5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办公设备购置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25 24.32 97.28%

  其中：财政拨款 25 24.32 97.28%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1.5

项目管理 30

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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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8.5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办公场所修缮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6 16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6 16 10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1.4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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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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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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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1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8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9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机构运行辅助管理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73.8 73.68 99.84%

  其中：财政拨款 73.8 73.68 99.84%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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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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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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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7

总计 100 100 97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考核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54 1.5375 99.84%

  其中：财政拨款 1.54 1.5375 99.84%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1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0.6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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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
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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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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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9 9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7.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各类专项统计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79.57 178.23 99.25%

  其中：财政拨款 179.57 178.23 99.25%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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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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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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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1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10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1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3 2.5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4 3.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统计管理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57.4993 57.3953 99.82%

  其中：财政拨款 57.4993 57.3953 99.82%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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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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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
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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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4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2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3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28.8737 28.8737 100%

  其中：财政拨款 28.8737 28.8737 10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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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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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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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10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3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4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统计之家运行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一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567 1.567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567 1.567 10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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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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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
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
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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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8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2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5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10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经济普查日常费用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三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4.22 2.217 52.54%

  其中：财政拨款 4.22 2.217 52.54%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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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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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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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9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3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9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宣传印刷经费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三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0.15 0 0%

  其中：财政拨款 0.15 0 0%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 、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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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 ，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 ，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 、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 、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 ，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 ，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 、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 ，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 、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 、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 ，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 ，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 ，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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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 ，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 ，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 ，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 、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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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 、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 /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 ——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 ，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10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 、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4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3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 （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未编制绩效目标项目）

项目名称 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统计局

项目周期 三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68.62 166.986 99.03%

  其中：财政拨款 168.62 166.986 99.03%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参考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项目决策 10

项目立项

（6）

战略目标适应性 项目与部门战略目标的适应性 。 2
①项目能够支持部门目标的实现 ；
②符合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依据充分性
用以反映项目立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符
合国家、本市的相关规定。

2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 ；
②项目实施内容与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

2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③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项目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

2

①项目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②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
③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预算规模 、配比的关联性。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

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

2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

②项目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且已设定了明确、可衡量的
指标值；

③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
④设定的绩效指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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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情

况

（4）

预算编制合理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合理性 ，主要考察
预算编制项目构成部分是否明确 ，每个项

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具体 ，每项内容的

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合理，各项目构成
部分的金额以及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资

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

2

①项目构成部分是否具体、合理；
②每个项目构成部分的内容是否准确 、具体；                                                            

③项目构成部分中每项内容的单价和数量是否具体 、合理和准确；

④单价和数量的依据是否充分；
⑤项目构成部分金额和总金额计算是否准确 ；

满足以上5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编制规范性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区财政当年度
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和规范要求 。

2

①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口径及原则要求 ，符合区财

政印发的区级预算编制工作方案和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知 ，以及其他

与预算编制相关的文件和制度 。；
②预算编制经过了相应的论证、测算程序，经过了相应的申报、修改、再

申报等程序，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不达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预算执行
（4）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 2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项目预算数*100%
预算执行率*权重分。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该指标主要考察财政预算资金是否及时拨
付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财政资金/项目预算金额*100%
指标得分=预算资金到位率*权重分

2

财务管理
（1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2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预算业务制度 、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
件；

②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满足以上2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50%权重分，扣完为止。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制

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4

①符合预算业务制度、收支业务制度或其他财务管理文件的规定 ；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 ；

④资金支出范围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
⑤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未满足不得分。

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严格执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以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3

主要考察以下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
①如实反映各项经济业务活动，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手续资料 ，遵照《会

计法》规定，做好记账、报账工作，对项目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事前 、事
中、事后控制管理；

②规范填制、审核程序手续，及时准确记录各项财产物资的增减变化 ；
③按时核实库存、数据，确保账实相符，保证数据真实可靠；

④严禁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骗瞒报等违法乱纪行为。

满足以上4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25%权重分，扣完为止。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 、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

、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

③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及项目成本差异情况。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项目计划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了合理、可行的实施计

划或工作方案，是否按照制定的实施计划
或工作方案开展相关工作。

3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实施计划或相关的工作方案 ，得1分；
②项目制定的实施计划或相关工作方案合理可行 ，得1分；

③项目的各项工作均按照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开展 ，实施内容、时间计划
等均无偏差。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考察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情况 ，政
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

审批管理或进度管控等制度是否健全 。

2
项目各项实施管理制度均建立健全 ，得满分；每缺少一项必要的实施管理
制度，扣1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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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

考察项目制定的各项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得

到了有效的执行。
3

①项目所制定的政府采购、日常监督管理、合同管理、申请审批管理或进
度管控等制度均得到有效的执行 ；

②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 ，或违法、违规事件。

以上均满足得满分，每有一项制度未有效执行或发生一起安全等责任事故
、违法违规事件，扣1分，扣完为止。；

3

验收总结管理

考察项目是否制定有完善的验收 、工作总

结制度或相关的工作要求及项目的验收 、

总结工作的完成情况。

2

①项目制定有相关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或要求；

②项目制定的验收、总结等工作制度各项标准、要求合理，具有较高的可
实施性；

③项目按照验收、总结的制度或文件要求，完成了对所有内容的验收、总
结

满足以上3点得满分，一项未满足扣1/3权重分，扣完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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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出
（35）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
标的实现程度。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率、计划任务完

成率、计划工程数量完成率、计划培训人
次数完成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率

等指标）

14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量/计划产出数量）×100%。

实际产出数量：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
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量：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

实际完成率*权重分

14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的质量
状况。

（可以设计项目产出（工程质量）验收合
格率、项目产出质量达标率、培训合格率

、服务质量达标等指标）

12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量/计划完成产出数量）× 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
、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

质量达标率*权重分

12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按计划时限完成的项目（项目构成部分）
个数与项目（项目构成部分）总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项目完成的及时程度 。
（可以设计项目数量完成及时率 、计划任

务完成及时率、计划培训人次数完成及时

率、计划新建或改建项目完成及时率等指
标）

9
完成及时率=计划时限内实际完成的项目数量 /计划时限内应完成的项目数
量×100%。

完成及时率*权重分

9

项目效益

（25）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社会公平性改善程度 ——基尼
系数减低率、恩格尔系数降低率，人均收

入增长率、项目获奖或获得表彰奖励次数

、社会稳定程度提升率、社会精神文明改
善程度等指标）

8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可根据
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 ，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10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率 、水

质优良天数、节能减排改善程度、人均绿
地面积增长率、PM2.5下降率等指标）

4 0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

影响情况。

（可以设计投入产出比、产业产值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税收增长率、出口金额增

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等指标）

2 3

可持续影响力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
况,以及项目能力建设情况。

（可以设计项目长效管理机制、人员队伍
建设情况、人员培训情况、资金保障机制

等指标）

3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

意程度。
（可以从管理层面、工作人员层面和直接

受益者层面设计满意度指标和开展满意度

调查）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 （单位）、群体
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总计 100 100 96

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