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3月04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党校新校区专项经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委员会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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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乐区首占镇赤屿村山腰106号 邮政编码 350200

单位负责人 陈浩 职务 常务副校长 联系电话 13705030055

财务负责人 陈艳梅 职务 会计 联系电话 15959117211

项目负责人 吴建登 职务 总务室负责人 联系电话 15880128886

项目概况
根据长财教督【2019】390号《关于区委党校（行政学校）申请增加办学经费财政预算办理情况的报告》，党校新校区安排物业管理费98万元，设备设施维护经费20万元，主体班学员伙食补贴经费40万元。党校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管好用好各项经费，确保新校区正常、
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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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98.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158.0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98.00 98.00 98.00 0.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98.00 98.00 98.00 0.00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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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98.00 98.00 0.00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100.00%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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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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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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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完成值与
目标值偏离度

实际完成值与
监控预测完成

值偏离度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当年预算对应的实际
支出数/当年部门预算

批复数×10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95 74.68 100 5.0% 34.0% 10 10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实际完成目标数/财政
部门批复的绩效目标

数×100%
正向指标 等于 % 100 60 100 0.0% 67.0% 25 25



三、评价指
标(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培训班次 组织培训的班次 计划内主体班次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次 4.00 4 4 0.0% 0.0% 25 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利用率

衡量单位合理使用固
定资产情况。固定资
产利用率=（实际在用
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10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80.00 85 85 6.0% 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学员满意度
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
的受训学员数量占调

查总人数的比率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 85.00 90 90 6.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4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20.2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100.00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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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98.00×6.00=6.0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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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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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98.00×6.00=6.00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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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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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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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本项目只编制5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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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种，得

2分。本指标得4.00分。
5 4 本项目只编制4种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50%得

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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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

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3分。）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5分，E≤
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

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得3分 5 3

预算目标有调整，金额减少，与9
月预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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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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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无管理制度，本指标得0分 2 0 项目无管理制度



四、调整指
标（50%）

过程管理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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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无管理制度，得0分 2 0 项目无管理制度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8.00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2020年度物业人员消防培训与演练次数偏少 1.2021年度积极安排物业全体人员进行消防演练与其他形式的培训。

2.2020年度偶尔发现安保人员日常巡逻不到位 2.2021年度加强安保日常巡逻的签到管理工作。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陈钦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委员会党校 二级主任科员、校委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

级或无

李升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委员会党校 三级主任科员、校委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

级或无

陈琼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长乐区委员会党校 校委，党支部纪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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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