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福州市长乐区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项目部门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

发〔2019〕24 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福建省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闽政〔2019〕11 号）、《福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榕政

综〔2019〕368 号）和《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长

乐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长政综〔2020〕18

号）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标准

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该项目为一次性发展项目。

本项目 2020 年资金计划 30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

年预算 300.00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

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财政核拨 300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300.00 万元、以前年度结

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115.67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当年预

算115.67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0.00万元、当年追加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当年结余 184.33 万元，其

中：本级财政当年预算 184.33 万元、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万元、当年追加 0.00 万元，其它来源资金 0.00 万元。

对下转移支付 10.00 万元。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

数)38.56%，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

算核拨数)3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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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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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6%。

（二）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一年多以来，各级普查机构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和各乡

镇（街道）党委（党工委）政府（办事处）的高度重视下，

在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普查人

员的艰辛努力和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圆满完成了普查现场

登记工作等重要阶段性任务。

阶段性目标：根据有关规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采取自上而下逐级反馈制度。截至目前，省市人普办依照人

口普查工作进度安排，已反馈我区“七人普”初步汇总数据

（《公报》已在长乐区政府门户网站及相关媒体发布），后

续还有普查数据继续反馈，待所有数据全部反馈，我局将会



资料整理编印。

（三）评价工作小组成员

姓名 职务 职称

组长 李敏煌 党组书记、局长 科级

组员 张华 党组成员、总统计师 副科级

组员 郑嵩 会计 中级统计师

注：评价组成员不得低于 3 人，其中担任副科级以上职务或具备中级专业职称的人员

数不得低于评价组总人数的 5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目的对第七次人

口普查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本项目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进行绩效评价，共设置绩效评价指标 8 条，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 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年度绩效指标设定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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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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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培训参加人

次
参加培训的人次

质量指标

培训出勤率 实际出勤学员数量占参加培训学员数量的比率

培训覆盖率 培训对象数量占应覆盖对象数量的比率

培训计划按

期完成率
按期完成的培训计划占总培训计划的比率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培训费占项

目经费比重
人员培训费/项目经费×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体满

意度

受益群体调查中，满意和较满意的人数占全部调查人数的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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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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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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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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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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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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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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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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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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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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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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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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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进行绩效评价，共设置



绩效评价指标 8 条，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 分，评价指标得分

72.95 分，原始自评等级为“中”。调整指标 12 条，调整指

标总分 50 分，调整指标得分 33.62 分，按照调整指标得分

小于 30 分，评价等级不超过“中”的评级规则，最终自评

等级为“中”。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项目评价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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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06 实际支出数小于部门预算批复数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10 6.25 节省开支原则

数量指标
培训参加人

次
10 10

质量指标

培训出勤率 10 10

培训覆盖率 10 10

培训计划按

期完成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培训费占项

目经费比重
20 2.64 培训费无食宿支出，节省了开支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

意度
20 20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

金使用率
6 2.31 仍有部分资金未使用

结余结转资

金执行率
6 6

预算综合执

行率
6 2.31 仍有部分资金未使用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

成员
1 1

目标编制数

量
6 4

编制绩效目标数量为 8条，未达到

10条以上

目标全面程

度
5 4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 1条，得 2

分；产出、效益类指标 5种，得 2

分。本指标得 4.00 分。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综

合偏离度

5 3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有偏离，5%<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综合偏离度 D≤

50%

绩效监控填

报情况
3 1 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逾期 3天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综合

偏离度

5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值有所偏

离，偏离度≤25%

绩效监控应

用情况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

全性
2 2

制度执行有

效性
2 2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 72.95

（一）预算绩效目标得分具体分析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预算执行率，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95%，满

分 10.00 分。实际完成 38.56%，得 4.06 分。指标未得满分

的原因为：实际支出数小于部门预算批复数。

时效指标-目标完成率，正向，目标为等于 100%，满分

10 分。实际完成 62.5%，得 6.25 分。指标未得满分的原因

为：节省开支原则。

数量指标-培训参加人次，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100.00

人次，满分 10 分。实际完成 100 人次，得 10 分。

质量指标-培训出勤率，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95.00%，

满分 10 分。实际完成 100%，得 10 分。



质量指标-培训覆盖率，正向，目标为大于等于 100.00%，

满分 10 分。实际完成 100%，得 10 分。

质量指标-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正向，目标为等于

100.00%，满分 10 分。实际完成 100%，得 10 分。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培训费占项目经费比重，正向，目标为

大于等于 5.00%，满分 20 分。实际完成 0.66%，得 2.64 分。

指标未得满分的原因为：培训费无食宿支出，节省了开支 。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群体满意度，正向，目标为

大于等于 80.00%，满分 20 分。实际完成 95%，得 20 分。

（二）调整指标体系得分具体分析

1.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满分 6 分，评分标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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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项目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为 38.56%，得 2.31 分。

指标未得满分的原因为：仍有部分资金未使用。

支出情况-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满分 6 分，评分标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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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项目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为



0.00%，得 6 分。

支出情况-预算综合执行率，满分 6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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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项目预算综合执行率为 38.56%，得 2.31 分。指标

未得满分的原因为：仍有部分资金未使用。

2.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评价工作组成员，满分 1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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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评价组含有 2 位副科或中级职称以

上成员，占总成员 66.67%，得 1 分。

绩效管理-目标编制数量，满分 6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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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共编制绩效目标 8 条，得 4 分。指标未得

满分的原因为：编制绩效目标数量为 8 条，未达到 10 条以

上。

绩效管理-目标全面程度，满分 5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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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 1 条，产出、效益类指标共 5 类，得

4 分。指标未得满分的原因为：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 1 条，

得 2 分；产出、效益类指标 5 种，得 2 分。本指标得 4.00



分。 绩效管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满分5分，

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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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项目实际

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为 26.00%，得 3 分。指标未得满

分的原因为：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有偏离，5%<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综合偏离度 D≤50%。

绩效管理-绩效监控填报情况，满分 3 分，评分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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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

目逾期 3 日上传 2020 年度绩效监控材料，得 1 分。指标未

得满分的原因为：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逾期 3 天。

绩效管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

满分 5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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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项目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

合偏离度为 23.00%，得 3 分。指标未得满分的原因为：实际

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值有所偏离，偏离度≤25%。

绩效管理-绩效监控应用情况，满分 3 分，评分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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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 2020 年度绩效监控认为需减少下年预算且已减少预



算安排，本指标得 3 分。

项目管理-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 2 分，评分标准为“项

目有管理制度得 2 分，否则不得分。”。该项目有管理制度，

本指标得 2 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 2 分，评分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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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

指标得 2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问题

1.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偏低，预算项目目标执行率偏低。

2.目标编制数量不够多，内容较单一。

六、有关建议

1.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加快资金使用速度。

2.增加目标编制数量，丰富编制指标目标内容。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福州市长乐区统计局

2021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