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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为深圳市渔业事业提供服务。负责渔业技术推广、咨询、病害防治

及水产种质检测；渔业职业技能培训；渔业资源增殖；海洋与渔业信息

网络建设管理；蛇口、盐田渔港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水生动物防

疫检疫；渔业资源的调查、监测与评价。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强化水生动物疫病监测及)防疫体系建设；7 个测报点完成 9 个月度

的病害测报，至少完成 7*9=63 次水生动物病害测报，直接测报面积达

300 亩，覆盖病害测报面积约 3000 亩，能及时掌握水产养殖病害发生情

况，控制疫病在深圳地区流行，促进健康养殖。(2)加大推进人工鱼礁建

设、人工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力度，计划完成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鱼

苗 85 万尾、虾苗 450 万尾；(3)加强渔业合作交流、信息培训的深度和

广度；在全市举办渔业技能培训 2 次，培训 400 人次；科技下乡 12 次；

利用休渔期举办增殖放流宣传活动 1 次，发送渔业信息 15 条，制作墙板

设计 6 个版面，张贴 8 幅，编写《深圳海洋与水产》4 期、《增殖放流宣

传册》、《水产品质量安全》，发放专业刊物 8 种，全年发放资料 2600 册。

(4)维护好渔业生产科研基地等公共设施，(5)建设深圳渔业科研示范基

地，满足本地区渔业种质资源保护、野生水生动物养护与救护、渔业高

新技术企业孵化，科研院校及企业合作试验示范，绿色养殖技术人才培

训、科普教育和学习实践,为渔业行业协会、学会等渔业公益机构提供支

持，为建设安全、高效、生态、美丽的现代都市渔业服务。

（三）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我单位2020年度预算总金额2446万元，其他中基本支出1310万元，



项目支出 1135 万元，

（四）2020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我单位年度预算执行率为 96.17%，执行情况正常

二、部门（单位）主要履职绩效分析

（一）主要履职目标

1、加快水生动物疫病综合实验室建设；

2、继续加强水生动物防疫各项工作；

3、水产科技下乡、技术培训和宣传工作；

4、推进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和管理工作；

5、推进海洋科技大楼尽快复工和海洋渔业大楼验收；

6、继续维护好渔港、渔业生产科研基地等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好办

公大楼。

（二）主要履职情况

1、加强实验室体系建设，做好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参加农

业农村部举办的 2020 年水生动物防疫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验证，我站参

加的 11 项全部获得满意通过，同时具备 2021 年国家及省级水生动物疫

病监测计划相应疫病检测实验室备选资格；加强水生动物疫病监测，2020

年共监测样品 166 份，监测水生动物种类达 20 多种、检测项目包括白斑

综合征、急性肝胰腺坏死病等 21 项疫病；同时，在原有 5 个疫情测报点

的基础上增加深汕合作区 2 个测报人，全年共收到测报 40 次。从监测和

测报数据来看，我市全年未发生水生动物重大疫病。2、配合“利剑 3

号行动”，开展养殖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定了《2020 年深圳市

养殖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工作方案》，完成对全市

（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在内的 18 家养殖单位 34 批次 53 个样品的抽样



监测，监测药残种类包括孔雀石绿、氯霉素、氟喹诺酮类等 13 项，经检

测均为合格，结果表明我市生产的水产品质量是安全可靠。3、开展科技

下乡，组织技能培训和宣传。全年共组织 4 次渔业技能培训，14 次科技

下乡活动，举办 2 次大型水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和 4 期水产品质量安

全宣贯培训班，发放《水产品质量安全》、《广东水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等宣传材料 2000 份，全面推动水产养殖企业试

行食用水产品合格证。 全年共组织 4 次渔业技能培训，14 次科技下乡

活动，举办 2 次大型水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和 4 期水产品质量安全宣

贯培训班，发放《水产品质量安全》、《广东水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水

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等宣传材料 2000 份，全面推动水产养殖企业试行食

用水产品合格证。4、落实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推进渔业高

质量发展。 协助制定《2020 年深圳市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

工作方案》，扎实推进 4 个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示范基地推广行动计划、建

设 1 个高位池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示范基地、建立 1 个石斑鱼工厂化

养殖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试验示范点、5 个水产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基

地，全面推进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5、规范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推进

渔业资源养护。 协助制定《深圳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管理条例》，规范

全市的增殖放流，协助做好对深圳海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的监督。

按照今年增殖放流计划，我站在大鹏海域举行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鱼

苗 116 万尾，斑节对虾苗 491 万尾，超额完成本年度增殖放流任务。同

时，完成休渔前后渔业资源调查，完成人工鱼礁建设对海洋渔业资源影

响的评估。6、继续做好渔港公共设施维护，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做

好盐田、蛇口两个渔港管理移交过渡期公共设施的维护，做好所管物业

安全排查与整改，做好台风期间应急值守和完成台风避护所的设施设备



升级改造，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三）部门履职绩效情况。

1、7 个测报点完成 5 个，直接测报面积达 300 亩，覆盖病害测报面

积约 3000 亩，能及时掌握水产养殖病害发生情况，控制疫病在深圳地区

流行，促进健康养殖。2、完成苗种疫病检测 100 批次，病原检测 380

项次，疫病监测苗种 12 亿尾；检疫合格苗种 10 亿尾/只以上，出具检疫

合格证 100 张；完成检疫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10 人次。促进渔民的增收，

支持我市的维稳工作，从源头控制疫病疫情的发生率为 0，启运的申报

苗种检疫合格率 100%，抓好食品安全源头管理。3、定期定时对礁区周

边沿岸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对布设 6 个站位

礁区附近海域进行拖网和刺网生产试捕，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任务；完

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稚鱼、底栖生物调查，完成水环境理化

要素调查，将原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并撰写调查报告。4、休渔期间完成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伏季休渔前完成我市东部大鹏湾海域渔业资源调查

取样工作，布设 1 个站位，进行 2 小时双拖网作业取样，对渔获样品进

行分析，取得休渔前的数据。5、在全市举办渔业技能培训 2 次，培训

400 人次；科技下乡 12 次；利用休渔期举办增殖放流宣传活动 1 次，发

送渔业信息 15 条，制作墙板设计 6 个版面，张贴 8 幅，编写《深圳海洋

与水产》4 期、《增殖放流宣传册》、《水产品质量安全》，发放专业刊物 8

种，全年发放资料 2600 册。通过科技下乡和渔业技能培训，帮助渔业从

业人员及时了解渔业动态信息，提高渔业从业人员技术，加强水生动物

病害防治，促进水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全社会参与保护水生野生珍稀动

物，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修复海渔生态环境。6、举办 2 次宣传活动，在

3 个媒体发布渔业信息，定期检查网络安全，维持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正



常运转等等。7、海洋渔业大楼消防及配备设施日常维护并正常使用，对

蛇口渔港及海洋渔业大楼实施规范化物业管理。8、完成对鱼苗、虾苗车

间的顶棚更换及保养，基地围墙保养维护，基地消防设施更换及保养，

遮阳板完善及保养维护。9、完成海洋渔业大楼电梯、消防、监控日常维

护，完成海洋渔业大楼外墙及周边围墙、树木维修及养护，完成大楼办

公室的补漏及维修，大楼消防设备的更换及维修，确保海洋渔业大楼正

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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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项目内容，制定相应的绩效目标，根据目标时刻监督，自查项

目进展情况，绩效完成情况。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进一步细化项目绩效，全面掌握资金执行率。更好的完成绩效目标。

（三）后续工作计划、相关建议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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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渔业服务

与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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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支出 完成 89.14% 80.67 80.67 69.34 69.34

在职及退休人员

支出
完成 93% 1254.91 1254.91 1167.01 1167.01

病虫害控制及科

技转换推广
完成 95.78% 183.00 183.00 175.27 175.27

统计监测及农业

资源保护修复利

用

完成 99% 115.10 115.10 113.15 113.15



办公大楼，渔港

维护管理及机构

运行保障

完成 94% 656.99 656.99 615.67 615.67

海域使用金专项

资金
完成 100% 472.40 472.40 472.20 472.20

金额合计 2763.07 2763.07 2612.64 2612.64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7个测报点完成 9个月度的病害测

报，至少完成 7*9=63次水生动物病害

测报，直接测报面积达 300亩，覆盖病

害测报面积约 3000亩，能及时掌握水

产养殖病害发生情况，控制疫病在深圳

地区流行，促进健康养殖。2、完成苗

种疫病检测 100批次，病原检测 380项
次，疫病监测苗种 12亿尾；检疫合格

苗种 10亿尾/只以上，出具检疫合格证

100张；完成检疫人员持证上岗培训 10
人次。促进渔民的增收，支持我市的维

稳工作，从源头控制疫病疫情的发生率

为 0，启运的申报苗种检疫合格率

100%，抓好食品安全源头管理。3、定

期定时对礁区周边沿岸进行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对布设

6个站位礁区附近海域进行拖网和刺网

生产试捕，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任务；

完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稚鱼、

底栖生物调查，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调

查，将原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并撰写调

查报告。4、休渔期间完成渔业资源增

殖放流；伏季休渔前完成我市东部大鹏

湾海域渔业资源调查取样工作，布设 1
个站位，进行 2小时双拖网作业取样，

对渔获样品进行分析，取得休渔前的数

据。5、在全市举办渔业技能培训 2次，

培训 400人次；科技下乡 12次；利用

休渔期举办增殖放流宣传活动 1次，发

送渔业信息 15条，制作墙板设计 6个
版面，张贴 8幅，编写《深圳海洋与水

产》4期、《增殖放流宣传册》、《水产品

质量安全》，发放专业刊物 8种，全年

发放资料 2600册。通过科技下乡和渔

业技能培训，帮助渔业从业人员及时了

解渔业动态信息，提高渔业从业人员技

1、7个测报点完成 5个，直接测报面积达 300亩，覆盖病害测

报面积约 3000亩，能及时掌握水产养殖病害发生情况，控制疫

病在深圳地区流行，促进健康养殖。2、完成苗种疫病检测 100
批次，病原检测 380项次，疫病监测苗种 12亿尾；检疫合格苗

种 10亿尾/只以上，出具检疫合格证 100张；完成检疫人员持

证上岗培训 10人次。促进渔民的增收，支持我市的维稳工作，

从源头控制疫病疫情的发生率为 0，启运的申报苗种检疫合格

率 100%，抓好食品安全源头管理。3、定期定时对礁区周边沿

岸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对布设 6个
站位礁区附近海域进行拖网和刺网生产试捕，完成水环境理化

要素任务；完成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卵仔稚鱼、底栖生物

调查，完成水环境理化要素调查，将原始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并

撰写调查报告。4、休渔期间完成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伏季休渔

前完成我市东部大鹏湾海域渔业资源调查取样工作，布设 1个
站位，进行 2小时双拖网作业取样，对渔获样品进行分析，取

得休渔前的数据。5、在全市举办渔业技能培训 2次，培训 400
人次；科技下乡 12次；利用休渔期举办增殖放流宣传活动 1次，

发送渔业信息 15条，制作墙板设计 6个版面，张贴 8幅，编写

《深圳海洋与水产》4期、《增殖放流宣传册》、《水产品质量安

全》，发放专业刊物 8种，全年发放资料 2600册。通过科技下

乡和渔业技能培训，帮助渔业从业人员及时了解渔业动态信息，

提高渔业从业人员技术，加强水生动物病害防治，促进水产品

质量安全，推动全社会参与保护水生野生珍稀动物，保护海洋

渔业资源，修复海渔生态环境。6、举办 2次宣传活动，在 3个
媒体发布渔业信息，定期检查网络安全，维持办公室自动化设

备正常运转等等。7、海洋渔业大楼消防及配备设施日常维护并

正常使用，对蛇口渔港及海洋渔业大楼实施规范化物业管理。8、
完成对鱼苗、虾苗车间的顶棚更换及保养，基地围墙保养维护，

基地消防设施更换及保养，遮阳板完善及保养维护。9、完成海

洋渔业大楼电梯、消防、监控日常维护，完成海洋渔业大楼外

墙及周边围墙、树木维修及养护，完成大楼办公室的补漏及维

修，大楼消防设备的更换及维修，确保海洋渔业大楼正常使用。



术，加强水生动物病害防治，促进水产

品质量安全，推动全社会参与保护水生

野生珍稀动物，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修

复海渔生态环境。6、举办 2次宣传活

动，在 3个媒体发布渔业信息，定期检

查网络安全，维持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正

常运转等等。7、海洋渔业大楼消防及

配备设施日常维护并正常使用，对蛇口

渔港及海洋渔业大楼实施规范化物业

管理。8、完成对鱼苗、虾苗车间的顶

棚更换及保养，基地围墙保养维护，基

地消防设施更换及保养，遮阳板完善及

保养维护。9、完成海洋渔业大楼电梯、

消防、监控日常维护，完成海洋渔业大

楼外墙及周边围墙、树木维修及养护，

完成大楼办公室的补漏及维修，大楼消

防设备的更换及维修，确保海洋渔业大

楼正常使用。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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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病虫

害测报次

数

=63 完成

苗种产地

检疫工作

批次

=122 =122

苗种产地

检疫出具

检疫合格

证张数

>20 >20

（海葡

萄）技术

推广面积

≥10000平方米 ≥10000平方米

渔业大楼

消防验收
=1项 1

渔业大楼

消防设施

维保次数

=4次 4

避护场所

防潮、防

水补漏、

水和电路

铺设等

=1次 1

鱼虾苗采 =4350000尾 4350000



购数量

质量指标

开展病虫

害测报
完成 完成

苗种产地

检疫出具

检疫合格

证

完成 完成

食堂采购

物资验收

合格率

≥95% ≥95%

海洋渔业

大楼消防

验收

通过 通过

避护场所

防潮防水

补漏等

=100% 100%

时效指标

开展病虫

害测报完

成总量

100%

11月 30日 11月 30日

检疫工作

完成总量

100%
12月 30日 12月 30日

（海洋渔

业大楼）

消防验收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避护场所

防潮、防

水补漏、

水和电路

重新铺设

2020年 7月 2020年 7月

成本指标 无 无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无 无 无

社会效益指

标

开展病虫

害测报工

作知晓率

≥90% ≥90%

苗种产地

检疫工作

运用率

≥90% ≥90%

苗种产地

检疫出具

检疫合格

证完成情

=100% 100%



况

检疫人员

上岗证培

训

=100% =100%

海洋渔业

大楼质量

安全性

可安全使用 可安全使用

海洋渔业

大楼消防

安全性

无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无重大消防安全隐患

法律咨询 规避合同不规范 规避合同不规范

开展增殖

放流活

动，关注

生态环境

≥90% ≥90%

丰富海洋

资源，维

护生物多

样性

≥90% ≥90%

生态效益指

标

东-西冲

人工鱼礁

区面积

=1.43平方公里 =1.43平方公里

满意度指标 无 无 无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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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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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绩效指标明确

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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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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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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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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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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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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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部门绩效

（60 分）
经济性

公用经费控制

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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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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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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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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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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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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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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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5

评分等级 优

填表人 韩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