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深圳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深圳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是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事务机构。

根据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农林渔业局直属行政事务机

构“三定”方案的批复》（深编办〔2002〕58 号文）核定，我办职责定

位：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草拟

我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规定、条例；2、协调港澳流动渔民与内地渔民

的关系，维护港澳流动渔民的合法权益；对流动渔民的重大海事和生产

纠纷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3、负责港澳流动渔民在海上作业及进港

避风、补给、卖鱼、就医等有关协调工作；4、宣传、贯彻新《渔业法》，

指导港澳流动渔民调整、优化产业机构，开发中深海渔场和水产养殖业，

发展“三高”渔业；抓好港澳流动渔船伏季休渔制度的贯彻落实工作；5、

负责港澳流动渔民雇用境内渔工的管理工作，协同公安边防部门审核发

放有关证件；6、协助有关部门加强边防、户籍、金融、税务、渔监、渔

政工作的管理，打击走私、外逃、贩枪贩毒等犯罪活动，维护海边防安

全；7、负责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就港澳流动渔民管理

工作建立联系机制，做好港澳流动渔民统战工作；8、承担市委、市政府

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抓好抓实港澳流动渔船渔民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构建海陆

统筹、属地为主的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疫情防控闭环管理模式 一是提前预

判，快速响应，守住了我市海上渔船渔民境外输入防线。疫情初期，1

月 26 日，流渔办紧急采购一批防疫物资，为春节后防疫和渔民出海生产

提前做好准备。二是在贯彻落实省工作专班 104 号文、187、278、305



号文过程中，结合工作实际，将文件要求转化为实操性强的 5 个流程图

和 2 个工作指引，组织各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实施。在省、市相关部门

指导下，与渔民协会形成合力，加强与渔港所属辖区的街道办、边检、

公安、应急、卫健委等部门工作衔接，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实现了港澳

流动渔民登船、离船上岸核酸检测全覆盖，以及渔民上岸、体温和核酸

检测、转运隔离、目的地登记、场地消毒、秩序维持等各环节无缝结合。

三是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渔民防疫意识和知识。通过微信群、信息平台

发送信息告知渔民疫情防控最新政策，做好渔民防疫日志。严格落实“定

人联船”，逐一联系流动渔船船主或船长，掌握渔船复工复产、渔获交

易、船上人员等情况，督促其落实好船长负责制，渔民做好个人防护，

确保渔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四是严格休渔期渔船管理，重点管控免休

流动渔船。南海伏季休渔期间，除免休渔船（流动渔船 71 艘）外，其他

渔船一律停靠渔港内，不得擅自离开。落实免休流动渔船“定人联船”

和“每日一报”制度，及时告知船主船长疫情防控政策和风浪预警信息，

督促其落实防疫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每日收集免休流动渔船动态，报

告省农业农村厅流渔处。五是加强人文关怀，做好疫情渔民帮扶，赢得

流动渔民理解和支持。2020 年，为流动渔民申请疫情扶持临时困难补助

135.9 万，为每名参加船员培训人员补贴培训费 2000 元，以及发放救生

设备及防疫用品等。为渔民赠送防疫用品和生活用品。共赠送流动渔民

16952 个口罩，300 个抗疫礼包、14 大桶酒精、温度计 151 个、矿泉水

40 箱、公仔面 40 箱、防暑药品及清凉饮品一批，象棋、扑克牌、垃圾

袋及水果若干。 （二）加强港澳流动渔船安全管理，抓好防台防汛等工

作 一是开展港澳流动渔民安全生产及反走私宣传教育。2020 年由于受

到疫情的影响，深港两地人员往来受阻，加上疫情期间尽量避免人员聚



集，我办委托专业视频制作部门拍摄安全生产和反走私宣传视频，通过

微信发送给广大流动渔民观看学习的方式进行。二是严格落实渔船安全

检查制度。严格按照省、市渔业主管部门制定《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渔船全覆盖

隐患排查，高标准推进任务落地。例如 6 月 29 日陈军副主任带队赴蛇口

渔港检查休渔期流动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重点检查港澳流动渔

民渔船持证情况、休渔渔船停泊日常安全落实情况、应急救生设备是否

完好等情况，并对流动渔民进行了现场安全教育。8 月 13 日陈军副主任、

邝璐副主任分别带队到南澳、盐田、蛇口渔港码头，开展港澳流动渔船

开渔前接内地渔工上船赴海上生产的安全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了港澳流

动渔民核酸检测隔离区域以及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等，并要求在

疫情期间对港澳流动渔船及渔民的安全确实做到安全可控有序，大力加

强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的疫情安全防护宣传和教育。三是结合省厅要求核

查渔船安装 AIS、北斗设备情况和省渔协会要求安装新船牌的要求，我

办逐船联系确认渔船状况，排查渔船安全生产隐患，全力筑牢渔业安全

生产防线。四是加强台风期间港澳流动渔民安全管理工作。根据市三防

指挥部的要求和气象部门的研判，鼓励港澳流动渔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量返回香港、澳门避风。对确需在我市避风的，我市各渔港允许港

澳流动渔船就近原则在相关渔港、避风塘等进行避风。台风防御工作期

间我办专门安排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督促和加强各渔港办事

处、渔协会全面落实流动渔船防台防汛工作。台风期间发送防台防汛工

作预警信息 20195 条。购置并发放了 660 件渔民新型救生雨裤，极大提

高渔民在海上生产作业意外落水后的救援成功率，进一步确保了流动渔

民海上生产作业安全。 （三）积极落实惠渔惠民政策，减轻流动渔民生



产成本 一是发放 2019 年度 259 艘港澳流动渔船油价补贴资金总计

5,472,089.00 元。二是审核发放 2020 年度港澳流动休渔渔船船主休渔

补助，（标准调整至 4375 元/人）休渔船主 399 人，补助金额 174.5625

万元;审核发放 2020 年休渔港澳流动渔船船员 435 人，补助金额共计

190.3125 万元。三是受疫情影响，渔民损失严重，为缓解渔民因配合执

行疫情防控重要部署及相关工作造成的生产生活困难，计划对深圳市港

澳流动渔船发放给部分防疫物资，目前已对符合条件的 728 艘港澳流动

渔船进行了公示。四是制定了《深圳市 2018、2019 年度港澳流动渔船更

新改造补助发放实施方案》，审核发放了 2018 度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更

新改造 3 艘渔船，补助资金合计 265 万元；2019 年度深圳市港澳流动渔

船更新改造 11 艘渔船，补助资金合计 321.869 万元。 （四）简化审批

流程，为流动渔民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2020 年，按照市数据管理局及市

局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权责清单网各项要求。对权责清单的办事材料、

办事结果等进行了更新，对电子证照关联等工作进行了绑定。通过不断

完善相关资料，提升服务水平，方便港澳流动渔民办理各种业务。针对

渔民群众和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我办充分发挥主动性、加强调研，在

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将粤港澳流动渔船雇用渔工作业证审核法定

办理时限 20 天的渔工作业证审核压缩为 3 个工作日，极大地方便了我市

港澳流动渔民。近期，按照上级要求，港澳流动渔民申请入户、转户审

核纳入秒批事项。为不影响 12 月中旬第二批秒批事项上线工作，目前正

在完善电子印章等相关业务。2020 年，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 356 本（其

中捕捞证 130 本，辅助证 226 本），拆解渔船 9 艘，注销渔业捕捞许可证

9 本，办理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5 艘；为港澳流动渔民办理渔工作业证

1999 份、注销渔工作业证 2005 份。 （五）严格执行休渔制度，促进渔



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2020 年，我市纳入伏季休渔的港澳流动渔船 890 艘

（其中中国渔政指挥管理系统在册的渔船638艘），总功率13.73万千瓦，

伏季休渔渔民 4,433 人、占我市港澳流动渔民总数量 90.56%，审核上报

获批伏季免休渔船 71 艘。我办制定了《2020 年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伏

季休渔制度实施方案》，并和各渔港办事处分别开展休渔制度宣传和休渔

动员，争取广大渔民及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广大渔民自觉

维护休渔制度，遵守休渔规定。按照休渔工作方案要求,逐一确认免休对

象，经审核确认 2020 年伏季免休港澳流动渔船共计 71 艘。 （六）向上

级反复沟通，落实港澳流动渔船捕捞许可证换发工作 因我市老旧流动渔

船占比较大，换发捕捞许可证件存在困难，2020 年 7 月，我办代局拟稿

向省厅反映“关于明确渔业捕捞许可证审批有关规定的请示”。省厅于

2020 年 8 月函复，明确了换发老旧渔船证件相关事项。按省厅《复函》

要求，对于已完成核定航区并申请换发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老旧渔船，回

收渔业捕捞许可证，变更有效期与验船证明书有效期相同。目前，我办

已完成核定航区并申请换发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老旧渔船 254 艘，前期统

计核查工作已完成，因疫情影响，回收捕捞许可证工作存在困难，正在

进一步协调推进中。（七）有序推进流动渔船规范管理和渔业转型升级

一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流动渔船核查工作。二是开展深圳市港澳流动

渔船渔民管理制度研究及政策制定。三是积极探索调整和优化港澳流动

渔民产业发展方向。根据省流渔办《关于开展支持港澳流动渔民政策调

研的通知》要求，结合深圳市的发展特点和正在开展的工作，就如何支

持港澳流动渔民渔业转型升级、发展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冷链、休

闲渔业等开展了专项调研。2020 年，我办对流动渔民自主开展的波纹龙

虾苗种繁育和养殖、牡蛎苗种繁育与净化科研项目，以及金枪鱼加工及



零废弃加工、鸢乌贼加工等相关产业技术情报进行了集中调研，并与有

关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了接洽，正在稳步推进波纹龙虾和牡蛎苗种项目

的引进落地工作，并已开展金枪鱼罐头和鸢乌贼加工等项目的布局研究。

(八)服务南沙渔船生产，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为了切实加强南沙渔业生产

管理，避免重大涉外和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办一是做好南沙专项捕捞许

可证年审工作，确保赴南沙生产渔船合法生产经营。二是做好南沙渔船

船位监测系统的日常维护及更新，通过船位监测台（深圳台）对南沙生

产渔船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并通过监测系统或电话通知南沙渔船负责人

注意安全生产，以免造成渔民生命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台风期间，安排

专人值班，加强监控和服务。三是经我办向省有关部门积极争取，2020

年新增南沙生产渔船 4 艘，2020 年发放特定水域作业渔船油补合计

24.6401 万元。 （九）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开展涉港澳工作 2020 年

度，我办克服了疫情严重影响开展工作的困难，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紧张有序开展涉港澳工作，及时将开展工作的情况形成《工作简讯》

（全年 12 期）上报市委、市政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委、市政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领导多次对《工作简讯》进行批示，特别是分管局

领导李喻春副局长高度重视，每期简讯都专门做了批示，为涉港澳工作

指明了方向，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涉港澳工作、维护港澳的繁荣稳

定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 年，我办涉港澳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

定。 其次，我办加强调研，对港澳流动渔民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并提出了

开展新时期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重点。按照李喻春副局长的指示，我办

抽调业务骨干开展深入调研，对港澳流动渔民发挥的重要作用、港澳和

内地对港澳流动渔民的惠渔政策、深圳市港澳流动渔民基本情况、港澳

流动渔民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新时期港



澳流动渔民五方面重点工作 18 项具体工作措施，进一步统一了全办思想

和努力方向，促进了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三）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我办严格按照履职和事业发展规划编制部门预算，符合财政部门关

于预算编制的要求和规范，单位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报销流程、采购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保障职能职责落实。

（四）2020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市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年初预算 1751 万元调整预算

数 4107 万元，主要是追加了渔船渔民管理经费、中央转移支付的渔业成

品油价格改革补助资金以及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更新补助资金。

2020 年度我办决算支出 3723 万元（含追加数），预算执行率为 90%。我

办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保障财务合规性，严格执行财政

资金管理、内部财务管理、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在资产管理中，

我办在资产配置、使用、安全等方面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二、部门（单位）主要履职绩效分析

（一）主要履职目标

坚持管理、教育、协调、服务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的基本国策，增强流动渔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充分发挥港澳流动

渔民优势，加强与香港各社团联系，积极引导和支持流动渔民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海洋综合开发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抓好港澳流动渔船渔

民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巩固防控成果。

（二）主要履职情况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省



农业农村厅的指导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直接领导下，市流渔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管理、教育、

协调、服务”八字方针，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落实惠渔政策，增强

港澳流动渔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充分发挥港澳流动渔民优势，

加强与香港各社团沟通，扎实抓牢港澳流动渔船渔民境外疫情防控工

作，激发渔民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正能量，努力构建港澳流动渔

民和谐渔业，为维护港澳地区繁荣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绩。

（三）部门履职绩效情况。

2020 年，我办全力做好防疫工作，同时为港澳流动渔民做好宣传教

育培训工作，提高港澳流动渔民的遵纪守法观念和爱国主义热情，落实

各项惠渔政策，向渔民发放休渔补助、油价补贴、渔船更新改造补贴、

疫情困难补助等，在保护渔业资源的同时，得到了港澳流动渔民的一致

认可与肯定，港澳流动渔民爱国爱港、遵纪守法，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

发展。

三、总体评价和整改措施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经验、做法

我办严格按照履职和发展规划编制部门预算。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20 年，我办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方面注意存在的问题是上半年

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是由于我办大部分资金用于惠渔政策的补助发放，

根据发放申请审核流程，一般要在下半年支付发放。今后我办将合理规

划，提高上半年预算执行率。

（三）后续工作计划、相关建议等



我办将继续严格按照《预算法》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财政

绩效管理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强化预算单位主体责任，努

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更科学地制定部门预算，做好资金安排和使

用。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情况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部门（单位）名称
深圳市港澳流动

渔民工作办公室
预算年度 2020

年

度

主

要

任

务

完

成

情

况

任务名称 完成情况

预算数（元） 执行数（元）

全额
其中：财政拨

款
全额

其中：财政拨

款

基本支出

主要用于人员、公

用及对个人和家庭

补助支出等

11811755.81 11811755.81 11498366.41 11498366.41

项目支出
主要用于综合管

理和渔业管理支出
29254366.00 29254366.00 25735454.12 25735454.12

金额合计 41066121.81 41066121.81 37233820.53 37233820.53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高效使用预算资金，更好地服务港澳流

动渔民。

（一）抓好抓实港澳流动渔船渔民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构

建海陆统筹、属地为主的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疫情防控闭环管

理模式 一是提前预判，快速响应，守住了我市海上渔船渔民

境外输入防线。疫情初期，1月 26日，流渔办紧急采购一批

防疫物资，为春节后防疫和渔民出海生产提前做好准备。二

是在贯彻落实省工作专班 104号文、187、278、305号文过程

中，结合工作实际，将文件要求转化为实操性强的 5个流程

图和 2个工作指引，组织各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实施。在省、

市相关部门指导下，与渔民协会形成合力，加强与渔港所属

辖区的街道办、边检、公安、应急、卫健委等部门工作衔接，

形成联防联控合力，实现了港澳流动渔民登船、离船上岸核

酸检测全覆盖，以及渔民上岸、体温和核酸检测、转运隔离、

目的地登记、场地消毒、秩序维持等各环节无缝结合。三是

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渔民防疫意识和知识。通过微信群、信

息平台发送信息告知渔民疫情防控最新政策，做好渔民防疫

日志。严格落实“定人联船”，逐一联系流动渔船船主或船长，

掌握渔船复工复产、渔获交易、船上人员等情况，督促其落

实好船长负责制，渔民做好个人防护，确保渔船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四是严格休渔期渔船管理，重点管控免休流动渔船。

南海伏季休渔期间，除免休渔船（流动渔船 71艘）外，其他



渔船一律停靠渔港内，不得擅自离开。落实免休流动渔船“定
人联船”和“每日一报”制度，及时告知船主船长疫情防控政策

和风浪预警信息，督促其落实防疫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每

日收集免休流动渔船动态，报告省农业农村厅流渔处。五是

加强人文关怀，做好疫情渔民帮扶，赢得流动渔民理解和支

持。2020年，为流动渔民申请疫情扶持临时困难补助 135.9
万，为每名参加船员培训人员补贴培训费 2000元，以及发放

救生设备及防疫用品等。为渔民赠送防疫用品和生活用品。

共赠送流动渔民 16952个口罩，300个抗疫礼包、14大桶酒

精、温度计 151个、矿泉水、防暑药品及清凉饮品一批。（二）

加强港澳流动渔船安全管理，抓好防台防汛等工作 一是开展

港澳流动渔民安全生产及反走私宣传教育。2020年由于受到

疫情的影响，深港两地人员往来受阻，加上疫情期间尽量避

免人员聚集，我办委托专业视频制作部门拍摄安全生产和反

走私宣传视频，通过微信发送给广大流动渔民观看学习的方

式进行。二是严格落实渔船安全检查制度。严格按照省、市

渔业主管部门制定《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

作方案》，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渔船全覆盖隐患

排查，高标准推进任务落地。例如 6月 29日陈军副主任带队

赴蛇口渔港检查休渔期流动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重点

检查港澳流动渔民渔船持证情况、休渔渔船停泊日常安全落

实情况、应急救生设备是否完好等情况，并对流动渔民进行

了现场安全教育。开展港澳流动渔船开渔前接内地渔工上船

赴海上生产的安全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了港澳流动渔民核酸

检测隔离区域以及现场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到位等，并要求在

疫情期间对港澳流动渔船及渔民的安全确实做到安全可控有

序，大力加强港澳流动渔船渔民的疫情安全防护宣传和教育。

三是结合省厅要求核查渔船安装 AIS、北斗设备情况和省渔协

会要求安装新船牌的要求，我办逐船联系确认渔船状况，排

查渔船安全生产隐患，全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四是加

强台风期间港澳流动渔民安全管理工作。根据市三防指挥部

的要求和气象部门的研判，鼓励港澳流动渔船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尽量返回香港、澳门避风。对确需在我市避风的，我

市各渔港允许港澳流动渔船就近原则在相关渔港、避风塘等

进行避风。台风防御工作期间我办专门安排工作人员 24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督促和加强各渔港办事处、渔协会全面落实

流动渔船防台防汛工作。台风期间发送防台防汛工作预警信

息 20195条。购置并发放了 660件渔民新型救生雨裤，极大

提高渔民在海上生产作业意外落水后的救援成功率，进一步

确保了流动渔民海上生产作业安全。 （三）积极落实惠渔惠

民政策，减轻流动渔民生产成本 一是发放 2019年度 259艘
港澳流动渔船油价补贴资金总计 5,472,089.00元。二是审核发

放 2020年度港澳流动休渔渔船船主休渔补助，（标准调整至

4375元/人）休渔船主 399人，补助金额 174.5625万元;审核



发放 2020年休渔港澳流动渔船船员 435人，补助金额共计

190.3125万元。三是受疫情影响，渔民损失严重，为缓解渔

民因配合执行疫情防控重要部署及相关工作造成的生产生活

困难，计划对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发放给部分防疫物资，目

前已对符合条件的 728艘港澳流动渔船进行了公示。四是制

定了《深圳市 2018、2019年度港澳流动渔船更新改造补助发

放实施方案》，审核发放了 2018度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更新

改造 3艘渔船，补助资金合计 265万元；2019年度深圳市港

澳流动渔船更新改造 11艘渔船，补助资金合计 321.869万元。

（四）简化审批流程，为流动渔民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2020年，

按照市数据管理局及市局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权责清单网各

项要求。对权责清单的办事材料、办事结果等进行了更新，

对电子证照关联等工作进行了绑定。通过不断完善相关资料，

提升服务水平，方便港澳流动渔民办理各种业务。针对渔民

群众和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我办充分发挥主动性、加强调

研，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将粤港澳流动渔船雇用渔

工作业证审核法定办理时限 20天的渔工作业证审核压缩为 3
个工作日，极大地方便了我市港澳流动渔民。近期，按照上

级要求，港澳流动渔民申请入户、转户审核纳入秒批事项。

为不影响 12月中旬第二批秒批事项上线工作，目前正在完善

电子印章等相关业务。2020年，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 356本
（其中捕捞证 130本，辅助证 226本），拆解渔船 9艘，注销

渔业捕捞许可证 9本，办理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5艘；为港

澳流动渔民办理渔工作业证 1999份、注销渔工作业证 2005
份。（五）严格执行休渔制度，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2020
年，我市纳入伏季休渔的港澳流动渔船 890艘，总功率 13.73
万千瓦，伏季休渔渔民 4,433人、占我市港澳流动渔民总数量

90.56%，审核上报获批伏季免休渔船 71艘。我办制定了《2020
年深圳市港澳流动渔船伏季休渔制度实施方案》，并和各渔港

办事处分别开展休渔制度宣传和休渔动员，争取广大渔民及

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广大渔民自觉维护休渔制

度，遵守休渔规定。按照休渔工作方案要求,逐一确认免休对

象，经审核确认 2020年伏季免休港澳流动渔船共计 71艘。

（六）向上级反复沟通，落实港澳流动渔船捕捞许可证换发

工作 因我市老旧流动渔船占比较大，换发捕捞许可证件存在

困难，2020年 7月，我办代局拟稿向省厅反映“关于明确渔业

捕捞许可证审批有关规定的请示”。省厅于 2020年 8月函复，

明确了换发老旧渔船证件相关事项。按省厅《复函》要求，

对于已完成核定航区并申请换发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老旧渔

船，回收渔业捕捞许可证，变更有效期与验船证明书有效期

相同。目前，我办已完成核定航区并申请换发渔业捕捞许可

证的老旧渔船 254艘，前期统计核查工作已完成，因疫情影

响，回收捕捞许可证工作存在困难，正在进一步协调推进中。

（七）有序推进流动渔船规范管理和渔业转型升级 一是按



照上级的要求开展流动渔船核查工作。 二是开展深圳市港澳

流动渔船渔民管理制度研究及政策制定。三是积极探索调整

和优化港澳流动渔民产业发展方向。根据省流渔办《关于开

展支持港澳流动渔民政策调研的通知》要求，结合深圳市的

发展特点和正在开展的工作，就如何支持港澳流动渔民渔业

转型升级、发展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冷链、休闲渔业等

开展了专项调研。2020年，我办对流动渔民自主开展的波纹

龙虾苗种繁育和养殖、牡蛎苗种繁育与净化科研项目，以及

金枪鱼加工及零废弃加工、鸢乌贼加工等相关产业技术情报

进行了集中调研，并与有关企业和科研院所进行了接洽，正

在稳步推进波纹龙虾和牡蛎苗种项目的引进落地工作，并已

开展金枪鱼罐头和鸢乌贼加工等项目的布局研究。 (八)服务

南沙渔船生产，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为了切实加强南沙渔业生

产管理，避免重大涉外和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办一是做好南

沙专项捕捞许可证年审工作，确保赴南沙生产渔船合法生产

经营。二是做好南沙渔船船位监测系统的日常维护及更新，

通过船位监测台（深圳台）对南沙生产渔船进行实时动态监

控，并通过监测系统或电话通知南沙渔船负责人注意安全生

产，以免造成渔民生命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台风期间，安排

专人值班，加强监控和服务。三是经我办向省有关部门积极

争取，2020年新增南沙生产渔船 4艘，2020年发放特定水域

作业渔船油补合计 24.6401万元。 （九）按照上级领导的要

求，开展涉港澳工作 2020年度，我办克服了疫情严重影响开

展工作的困难，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紧张有序开展涉

港澳工作，及时将开展工作的情况形成《工作简讯》（全年 12
期）上报市委、市政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委、市政

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领导多次对《工作简讯》进行批示，

特别是分管局领导李喻春副局长高度重视，每期简讯都专门

做了批示，为涉港澳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各项涉港澳工作、维护港澳的繁荣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
年，我办涉港澳工作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其次，我

办加强调研，对港澳流动渔民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开

展新时期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重点。按照李喻春副局长的指

示，我办抽调业务骨干开展深入调研，对港澳流动渔民发挥

的重要作用、港澳和内地对港澳流动渔民的惠渔政策、深圳

市港澳流动渔民基本情况、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存在的主要问

题等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新时期港澳流动渔民五方

面重点工作 18项具体工作措施，进一步统一了全办思想和努

力方向，促进了港澳流动渔民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年

度

绩

效

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

数
年初预算数 1751万元 年末决算数 3723万元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90%



标

完

成

情

况

时效指标
预算完成

时间
2020.12.31 100%

成本指标 无 无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生态效益指

标

满意度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分表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部门决策

（20 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合理

性
5

部门（单位）预算的合理

性，即是否符合本部门职

责、是否符合市委市政府

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

资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

缓急进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

策和工作要求（1分）；

2.部门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

间合理分配（1分）；

3.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

预决算差异过大问题（1分）；

4.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未发生

项目之间频繁调剂（1分）；

5.部门预算分配不固化，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不存在项目

支出进度慢、完成率低、绩效较差，但连年持续安排预算等不合理

的情况（1分）。

5

预算编制规范

性
5

部门（单位）预算编制是

否符合财政部门当年度关

于预算编制在规范性、完

整性、细化程度等方面的

原则和要求。

1.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符合财政部门当年度关于预算编制的各

项原则和要求，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项目库管理、新增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等要求（5分）；

2.发现一项不符合的扣 1 分，扣完为止。

本指标需对照相应年度由财政部门印发的部门预算编制工作方

案、通知和有关制度文件，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5

目标设置

绩效目标完整

性
3

部门（单位）是否按要求

编报项目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内容完整、覆

盖全面、符合实际。

1.部门（单位）按要求编报部门整体和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绩

效目标全覆盖（8分）；

2.没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不符合要求的，一项扣1分，

扣完为止。

0

绩效指标明确

性
7

部门（单位）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

量化，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

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任务，与

部门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2分）；

2.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效果的社会、

经济、生态效益指标（2分）；

3.绩效指标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1分）；

7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4.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1分）；

5.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1分）。

部门管理

（20 分）
资金管理

政府采购执行

情况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

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政

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政

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执行和

落实情况。

1.政府采购执行率得分=政府采购执行率×1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

×100%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本项得 0 分。

政府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

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2.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1 分），落实不到位的

酌情扣分。

1.92

财务合规性 3

部门（单位）资金支出规

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

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

行；资金调整、调剂是否

规范；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

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项目资金情况。

1.资金支出规范性（1 分）。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

关制度规定，按事项完成进度支付资金的，得 1分，否则酌情扣分。

2.资金调整、调剂规范性（1 分）。调整、调剂资金累计在本单

位部门预算总规模 10%以内的，得 1 分；超出 10%的，超出一个百分

点扣 0.1 分，直至 1 分扣完为止。

3.会计核算规范性（1 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得 1 分，未

按规定设专账核算、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酌情

扣分。

4.发生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

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本项指标得 0 分。

2.9

预决算信息公

开
3

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

度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

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

信息，用以反映部门（单

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

明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1.5 分），按以下标准分档计分：

（1）按规定内容、时限、范围等各项要求进行公开的，得 1.5

分。

（2）进行了公开，存在不符合时限、内容、范围等要求的，得

1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 0 分。

2.部门决算公开（1.5 分），按以下标准分档计分：

3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1）按规定内容、时限、范围等各项要求进行公开的，得 1.5

分。

（2）进行了公开，存在不符合时限、内容、范围等要求的，得

1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 0 分。

3.涉密部门（单位）按规定不需要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的直接

得分。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程序 2

部门（单位）所有项目支

出实施过程是否规范,包

括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申

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

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标、

调整、完成验收等是否履

行相应手续等。

1.项目的设立、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1分）；

2.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以及方案实施均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规定（1分）。

2

项目

监管
2

部门（单位）对所实施项

目（包括部门主管的专项

资金和专项经费分配给

市、区实施的项目）的检

查、监控、督促整改等管

理情况。

1.资金使用单位、基层资金管理单位建立有效资金管理和绩效

运行监控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1分）；

2.各主管部门按规定对主管的财政资金（含专项资金和专项经

费）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1 分），如无法提供开展检

查监督相关证明材料，或被评价年度部门主管的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结果为差的，得 0 分。

2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安全

性
2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

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

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

及时足额上缴，用于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安全运行情况。

1.资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相符（1分）；

2.资产处置规范，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1分）。
2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固定资产利用

率
1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

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

产总额的比例，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

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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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资产利用率≥90%的，得 1 分；

2.90%＞固定资产利用率≥75%的，得 0.7 分；

3.75%＞固定资产利用率≥60%的，得 0.4 分；

4.固定资产利用率＜60%的，得 0 分。

1

人员管理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1

部门（单位）本年度在编

人数（含工勤人员）与核

定编制数（含工勤人员）

的比率。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本年度在编人数（含工勤人员）/核定编

制数（含工勤人员）

1.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100%的，得 1 分；

2.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1

编外人员控制

率
1

部门（单位）本年度使用

劳务派遣人员数量（含直

接聘用的编外人员）与在

职人员总数（在编+编外）

的比率。

1.比率＜5%的，得 1 分；

2.5%≤比率≤10%的，得 0.5 分；

3.比率＞10%的，得 0 分。

1

制度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

性
3

部门（单位）制定了相应

的预算资金、财务管理和

预算绩效管理等制度并严

格执行，用以反映部门（单

位）的管理制度对其完成

主要职责和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部门制定了财政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制度（0.5

分）；

2.上述财政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等制度得到有效执

行（1.5 分）；

3.部门按照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的要求制定本部门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或工作方案，组织指导本级及下属单位开展事

前评估、绩效目标编报、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工

作（1分）。

3

部门绩效

（60 分）
经济性

公用经费控制

率
6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

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

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1.“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

费预算安排数×100%

（1）“三公”经费控制率＜90%的，得 3 分；

（2）90%≤“三公”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2 分；

（3）“三公”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2. 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费

5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调整预算数×100%

（1）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90%的，得 3 分；

（2）90%≤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2 分；

（3）日常公用经费控制率＞100%的，得 0 分。

效率性

预算执行率 6

部门（单位）部门预算实

际支付进度和既定支付进

度的匹配情况，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预算执行

的及时性和均衡性。

1.一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一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度

25%）×1 分

2.二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二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度

50%）×1 分

3.三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三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度

75%）×1 分

4.四季度预算执行率得分=（四季度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序时进度

100%）×1分

5.全年平均支出进度得分=全年平均执行率×2 分

其中：全年平均执行率=∑（每个季度的执行率）÷4

季度支出进度=季度末月份累计支出进度（即 3、6、9、12 月月末支

出进度）

3

重点工作完成

情况
8

部门（单位）完成党委、

政府、人大和上级部门下

达或交办的重要事项或工

作的完成情况，反映部门

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

度。

重点工作是指中央和省相关部门、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交办

或下达的工作任务。全部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得 8 分；一项重点工作

没有完成扣 4 分，扣完为止。

注：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可以参考市委市政府督查部门或其他权威部

门的统计数据（如有）。

8

项目完成及时

性
6

部门（单位）项目完成情

况与预期时间对比的情

况。

1.所有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成（6分）；

2.部分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完成的，本指标得分=已完成项目数/

计划完成项目总数×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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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分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效果性

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生态

效益及可持续

影响等

25

部门（单位）履行职责、

完成各项重大政策和项目

的效果，以及对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所带

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部门（单位）职责，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合理设

置个性化绩效指标，通过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与目标值对比分析进行

评分，未实现绩效目标的酌情扣分。

根据部门（部门）履职内容和性质，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方面，至少选择三个方面对工作实效和效

益进行评价。

25

公平性

群众信访办理

情况
3

部门（单位）对群众信访

意见的完成情况及及时

性，反映部门（单位）对

服务群众的重视程度。

1.建立了便利的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群众意见办理回复机制（1

分）；

2.当年度群众信访办理回复率达 100%（1 分）；

3.当年度群众信访及时办理回复率达 100%，未发生超期（1 分）。

3

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6

反映社会公众或部门（单

位）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

职效果的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

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如难以单独开展满意

度调查的，可参考市统计部门的数据、年度市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评价结果等数据，或者参考群众信访反馈的普遍性问题、本部门或

权威第三方机构的开展满意度调查等进行分档计分。

1.满意度≥95%的，得 6 分；

2. 90%≤满意度＜95%的，得 4 分；

3. 80%≤满意度＜90%的，得 2 分；

4. 满意度＜80%的，得 1 分。

6

综合评分 92.82

评分等级 优

填表人 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