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0年05月06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纪委监委办案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19

单位名称 长乐区纪委监察局（本级）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解放路 27号 邮政编码 350200

单位负责人 林盛 职务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联系电话 13705021668

财务负责人 林锋 职务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联系电话 13559186636

项目负责人 周丁 职务 区纪委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 15960032423

项目概况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19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33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300.0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到位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493.28 493.28 447.30 45.98

1-1 其中：当年预算 330.00 330.00 284.02 45.98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163.28 163.28 163.28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493.28 493.28 447.30 45.98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86.07%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到位数) 86.07%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10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90.68%

三、绩效自
评个性指标
体系(6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值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三、绩效自
评个性指标
体系(6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正向指标 等于 % 100 60 60 5 3
当年预算使用偏
低，执行率不高。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95 69.7 86.07 7 6.34
当年预算使用偏
低，执行率不高。

数量指标 本部门立案案件数量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个 100.00 200 269 7 7

质量指标 案件办结率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90.00 90 100 7 7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年度罚没收入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万元 100.00 1800 1853.6 7 7

新增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计划值 计划值依据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人员数量

2019年2月至9月
办案期间驻点办
案人数，以人次
/月为统计单位

。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100 资金管理制度 694 6 6

驻点办案天数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天 50 单位职责相关规定 211 7 7

涉案物品/项目鉴定数
量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个 1 其他 2 7 7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90 资金管理制度 100 7 7

个性指标小计 60.00 57.34

四、绩效自
评共性指标
体系(4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过程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得

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6 5.16 284.02÷330.00×6.00=5.16

当年预算使用偏低，执行率不高
。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
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

分。
6 6 163.28÷163.28×6.00=6.00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

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6 5.44 447.30÷493.28×6.00=5.44

当年预算使用偏低，执行率不高
。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得 1分，
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写评价组成员信息 ，填写后本指标

自动计算。）
1 1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
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

3名，占总成员100.00%，故本
指标得1.00分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最高6分

。
6 1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
指标得1.00分

新增评价指标不计入编制数量，
希望系统修正。



四、绩效自
评共性指标
体系(40%)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指标编

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种得3分。
5 2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
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

5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

新增评价指标不提高全面程度，
希望系统修正。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 3分，实际上报时间逾

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3 3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算 ，下年

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 3分，否则不得分。
3 3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
预算，本指标得3分。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资金分
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

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
理），否则不得分。

2 2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

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制度此

项不得分。
2 2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
标得2分

共性指标小计 40.00 30.60

五、调整指
标

调整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过程

外部监督检查情况
项目单位被审计等相关部门列为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包含本项目得1分。检查结论有提

出本项目存在问题的，单位如未整改到位，1个问题扣0.5分，扣完为止。
1 0.00

项目未被审计等相关部门列为检查对象 ，本指标
得0分

外聘第三方参与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外聘第三方参与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 （内容包含但不局限于：绩效指标体系建设、绩
效评估、绩效目标编审、绩效监控、绩效评价、预算绩效管理文件制定等）得1分，否

则不得分。
1 0.00 未外聘第三方参与，本指标得0分

调整指标小计 2.00 0.00

评价结论

原始分值（个性指标分值+共性指标分值） 100.00 原始得分 87.94

总分值（原始分值+调整指标分值） 102.00 总得分 87.94

评价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当年预算执行率较低，扣分较多。 1.优先使用当年预算，较少扣分。

2.目标全面程度较低，扣分较多。 2.提高目标编制全面程度，较少扣分。

评价组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林锋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周述凯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区纪委四级调研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评价组成员

周丁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区纪委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