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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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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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2.89 38.86 90.60%

  其中：财政拨款 45 42.89 38.86 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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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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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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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办公设备、家具购置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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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1 83.26 75.48 90.66%

  其中：财政拨款 96.31 83.26 75.48 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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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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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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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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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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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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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日常管理事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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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 361.35 352.55 97.56%

  其中：财政拨款 312.4 361.35 352.55 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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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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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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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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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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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5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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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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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242.14 239.94 99.09%

  其中：财政拨款 266 242.14 239.94 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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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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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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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8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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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7.88 17.88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 17.88 17.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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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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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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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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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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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4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党建及机关队伍建设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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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89.64 87.85 98.00%

  其中：财政拨款 95 89.64 87.85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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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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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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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政府绩效考核专项经费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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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447.08 447.08 100%

  其中：财政拨款 459 447.08 447.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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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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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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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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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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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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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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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40.51 40.51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50 40.51 40.5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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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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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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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2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预留机动经费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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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0 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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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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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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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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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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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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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财政预决算管理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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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2 122.43 75.55 61.71%

  其中：财政拨款 241.92 122.43 75.55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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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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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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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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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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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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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引导基金管理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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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 129.9 117.9 90.76%

  其中：财政拨款 49.5 129.9 117.9 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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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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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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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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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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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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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税收入管理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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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 20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3 20 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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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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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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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8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
称

财政管理专题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
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
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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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4.18 14.18 100.00%

  其中：财政拨
款

127 14.18 14.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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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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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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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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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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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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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8

总计 100 100 97.5

审核意见：该项目很好的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及报告编制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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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20 20 100%

  其中：财政拨款 30 2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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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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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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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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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审核意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按照市财政局要求按时完成国有资产年报编报工作 ，按规定程序办理固定资产处置 ，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成效 ；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使用相关经费 。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支付档案和支付管理服务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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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6.45 9.19 55.87%

  其中：财政拨款 30 16.45 9.19 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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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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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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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审核意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按照市财政局要求按时完成国有资产年报编报工作，按规定程序办理固定资产处置，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成效；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使用相关经费。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总预算会计及专户核算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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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 16.98 15.5 91.28%

  其中：财政拨款 18.72 16.98 15.5 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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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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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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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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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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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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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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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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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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6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编制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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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1 31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1 31 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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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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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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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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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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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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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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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管理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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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38.14 31.35 82.19%

  其中：财政拨款 84 38.14 31.35 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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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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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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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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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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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财政监督检查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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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104.86 102.56 97.81%

  其中：财政拨款 79 104.86 102.56 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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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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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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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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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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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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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政府物业管理事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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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96 2031.89 1817.95 89.47%

  其中：财政拨款 1891.96 2031.89 1817.95 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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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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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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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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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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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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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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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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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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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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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驻区服务工作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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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1027.7 1027.7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28 1027.7 102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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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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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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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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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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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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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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 30

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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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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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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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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总计 100 100 93.99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财政预算业务系统建设及运维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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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231.77 224.84 97.01%

  其中：财政拨款 277 231.77 224.84 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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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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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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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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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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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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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4

审核意见：该项目主要包括了各类财政系统的建设运维经费 （金财系统、项目库等），项目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 ，有效辅助财政工作。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部门预算执行与管理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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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168.01 168.01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90.00 168.01 168.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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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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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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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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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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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总计 100 100 98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管理 项目类别 常规 （√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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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0.44 0.436 99.09%

  其中：财政拨款 155 0.44 0.436 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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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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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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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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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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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8

审核意见：



常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名称 绩效评价管理业务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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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757.17 749.17 98.94%

  其中：财政拨款 754 757.17 749.17 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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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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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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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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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规
范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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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8

审核意见：



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

填表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红山6979室内装修项目 主管单位 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
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701.498 701.498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0 701.498 701.498 10 100% 10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合同要求，制定详细的预算，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支付。 全部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相应的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

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产出目标

数量 年初制定详细的预算
。

100 100 15 15

质量 保质保量完成支付任
务

100 100 20 20

时效
按照合同的相应要求
完成支付

100 100 15 15

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

　1.落实市委市政府
指示精神；2.为龙华
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
定的基础

100 100 8 8

社会效益
增加产业用房，为龙
华区的经济发展保驾
护航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
整个项目完全符合相
关的绿色环保要求。

100 100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整个项目正式运营以
后，可为区政府带来
可观的税收

100 100 8 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作为龙华区地标性建
筑之一，入驻企业对
本项目相当满意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审核意见：

填报人： 粟本威 联系方式： 23769526 填报日期： 2021.6.17

 

备注：1. 全年预算数指的是预算调剂后的预算数，不是年初申报的预算数。

      2.绩效指标中的“三级指标”和“指标目标值”按照2019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内容填写。

      3.若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指标目标值，必须填写“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4.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

      

 



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

填表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汇德大厦装修项目 主管单位 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230.16 36.444 36.444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5230.16 36.444 36.444 10 100% 10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合同要求，制定详细的预算，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支付。 全部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相应的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产出目标

数量 年初制定详细的预算

。
100 100 15 15

质量 保质保量完成支付任
务

100 100 20 20

时效
按照合同的相应要求

完成支付
100 100 15 15

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

　1.落实市委市政府
指示精神；2.为龙华

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

定的基础

100 100 8 8

社会效益
增加产业用房，为龙

华区的经济发展保驾

护航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
整个项目完全符合相

关的绿色环保要求。
100 100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整个项目正式运营以
后，可为区政府带来

可观的税收

100 100 8 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作为龙华区地标性建

筑之一，入驻企业对

本项目相当满意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审核意见：

填报人： 粟本威 联系方式： 23769526 填报日期： 2021.6.17

 

备注：1. 全年预算数指的是预算调剂后的预算数，不是年初申报的预算数。

      2.绩效指标中的“三级指标”和“指标目标值”按照2019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内容填写。

      3.若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指标目标值，必须填写“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4.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

      



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

填表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物业收购项目 主管单位 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 年 项目属性 新增（ ）  延续（√ ）
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769.84 40009.246 40009.24603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8769.84 40009.246 40009.24603 10 100% 10

        其他资金 0 0 0 - 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按照合同要求，制定详细的预算，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支
付。 全部按照预期目标完成相应的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
析及改进措
施

产出目标

数量
年初制定
详细的预
算。

100 100 15 15

质量
保质保量
完成支付
任务

100 100 20 20

时效

按照合同
的相应要
求完成支
付

100 100 15 15

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

　1.落实
市委市政
府指示精
神；2.为
龙华区的
长远发展
奠定坚定

100 100 8 8

社会效益

增加产业
用房，为
龙华区的
经济发展
保驾护航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

整个项目
完全符合
相关的绿
色环保要
求。

100 100 4 4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整个项目
正式运营
以后，可
为区政府
带来可观
的税收

100 100 8 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作为龙华
区地标性
建筑之
一，入驻
企业对本
项目相当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审核意见：

填报人： 粟本威 联系方
式：

23769526 填报日期： 2021.6.17

 

备注：1. 全年预算数指的是预算调剂后的预算数，不是年初申报的预算数。

      2.绩效指标中的“三级指标”和“指标目标值”按照2019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内容填写。

      3.若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指标目标值，必须填写“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4.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

      

 
 



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

填表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文件编写 项目类别 常规 （√）一次性（ ） 追加（ ）
项目主管
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项目周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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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231.5 231.5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0 231.5 231.5 - 100%
        其他资金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统筹组织第三方机构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供资金平衡
方案，财务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并根据发行文件形
成实施方案，保障债券顺利发行 按时按要求完成了地方政府债券公开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
因分析
及改进
措施

产出目标

数量

资金平衡
方案形成
数

8 8 5 5

财务评估
报告形成
数

8 8 5 5

法律意见
书形成数

8 8 5 5

质量

资金平衡
方案通过
率

100% 100% 5 5

财务评估
报告评审
合格率

100% 100% 5 5

法律意见
书评审合
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

资金平衡
方案完成
时间

债券发行
前

债券发行前 10 10

财务评估
报告完成
时间：

债券发行
前

债券发行前 5 5

法律意见
书完成时
间

债券发行
前

债券发行前 5 5

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发行债券
规模

29.9亿元 29.9亿元 15 15

发行债券
项目涉及
的民生领

7 7 15 15

生态效益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投诉率 0 0 10 10

预算执行 预算执行
率

预算执行
率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100

填报人： 赖伟杰 联系方
式：

23338503 填报日期： 2021.06.23
 

备注：1. 全年预算数指的是预算调剂后的预算数，不是年初申报的预算数。

      2.绩效指标中的“三级指标”和“指标目标值”按照2020年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内容填写。

      3.若个别指标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指标目标值，必须填写“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4.绩效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100分，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