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深圳大学总医院 

填报人：陈潇潇 

联系电话：0755-21839822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基本医疗服务，为全市医护人员提供高水平培训

基地，为卫生系统培养优秀的卫生人才。开展医学科学研究，承担医学

教育任务，带动医院临床教学水平、医疗技术、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

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疾病控制等公共医疗服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公立医院医疗服务 1.按照 2020 年工作计划安排，及时完成医

院办公自动化设备、医疗设备、电器设备等采购，对医疗设备及时进行

维修维保，不影响医院正常医疗业务的开展，及时后勤类设备的日常性

维修维护； 2、保障医院正常医疗业务的正常运行，及时采购药品、医

用耗材及血氧等医用材料，按照流程及要求维护本院的药品及医用耗材

采购目录； 3、积极开展医疗新业务新技术建设，开展本院特色医疗服

务，为深圳市民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及医疗技术。 二、公立医院行政管

理 1、按照医院年度规划，保障医疗及行政队伍建设，新建医院加强宣

传及团队凝聚力建设，积极开展党员活动。 2、按照《关于印发深圳市

公立医院院长及后备人才职业化培训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深卫健

发[2019]62 号）的要求，培养高水平人才，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三、

信息化建设与运行     按照医院年度规划，积极开展医院信息化工程建

设，建设智慧型医院，提高患者就医体验，日常维护信息系统的稳定运

行。 四、科研管理     推进我院学科建设、提高科研、教学质量、促

进学术交流和对外合作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特别是促进我院科技前

沿学科及较为薄弱学科建设，教学科研部分别在科技奖励、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专项、院内科研项目、科技成果鉴定转化及优秀名誉教授、客座



教授方面加大投入科研经费，积极接洽在科研方面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

内外专家、学者。 五、“三名工程”专项建设 1、积极开展人才梯队培

养计划、年度考核：每年派出到引进团队所在学科开展专科培训累积时

间不少于 6 个月，派出到国（境）外专业研修时间累积不少于 3 个月。 

2、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团队依托科室在每个合作方向上，每年要引

进 2 项或以上新技术新项目（其中至少 1 项为国内先进水平），并能由

依托科室成员独立操作完成。 3、积极开展应用研究计划、积极开展学

科辐射带动计划。 

（三）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我院按照财委相关要求和规范，编制部门年度预算。首先确保人员

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保障正常运转及日常工作任务。项目支出方

面，严格根据我院发展实际和主要目标，按照轻重缓急原则，优先安排

主要业务资金，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公立医院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与运行等。2020 年，预算支出 116,744.88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51,726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9,922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55,096.88 万元，

其中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安排 32,547 万元（主要包括设备购置维修 6,876

万元，零星工程改造 200 万元，药品耗材购置管理 24,300万元，医疗新

业务新技术建设 350 万元，其他医疗服务 821 万元等 ），公里医院行政

管理 302 万元（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67 万元，宣传及拓展业务 150

万元，党建业务 50 万元，公立医院院长及后备人才职业化培训项目 35

万元），信息化建设与运行 950 万元（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开发建设 500

万元，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450万元），科研管理 200 万元，“三名工程”

专项经费 500万元，严控类支出 50 万元，预算准备金 822万元，政府投

资项目包括上年结转共计 19,725.88 万元。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明确绩



效目标的基础和导向作用。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方面，在项目完成、

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达到的社

会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尽量做到绩效目标清

晰、细化和量化。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全面爆发，我院医疗任务有所

调整，把抗疫工作放在了首要位置，因此年中进行一次预算调整，人员

经费预算减少 6,150 万元，公用经费预算减少 587.51 万元，水电费预算

减少 746.05 万元，设备购置维修项目增加预算 7,01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结转至下年形成支出，其他医疗服务项目增加预算 250 万元。我院

整体支出和所有项目支出均进行了绩效目标管理，实现了绩效目标全覆

盖，如设备购置维修项目安排 13,886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自动化设备购

置、医疗设备购置、家具及后勤类设备购置、后勤维修费用、医疗设备

维修维保费等，根据投入情况，设定了家具及电器设备购置数量、仪器

开机率、维修的及时性等产出指标，以及设置是否满足临床需求、科室

满意度等绩效效益指标。 

（四）2020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资金管理方面，2020 年部门整体预算资金使用情况良好，严格按照

预算指标和项目内容执行，执行进度合理有效。2020 年部门资金支出

112,535.4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0,542.30 万元，项目支出 53,891.7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5.47%。由于我院属深圳大学二级预算单位，预算

执行情况由深圳大学实施绩效评价，公开绩效评价结果，并及时进行反

馈整改。 项目管理方面，我院在建院之初就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

凡涉及“三重一大”的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以及预算调整等重

点环节，均由院长书记办公会后，报院党委会讨论决策。 资产管理方面，

我院自购入固定资产开始就本着厉行节约、合理使用的原则进行预算，



并严格执行预算，合理配置资产。采用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管

理模式。严格执行预算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为了进一步夯实资产管理

基础工作，切实加强固定资产的实物管理，合理使用固定资产管理软件，

完善资产卡片信息，每年年末都要进行一次全院固定资产盘点。本单位

截止 2020 年底固定资产原值：87149.7 万元，累计折旧 29995.6 万元，

净值：57154.1 万元，占总资产的 58.8%；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不含车辆）16条，共计 1263.16 万元（2020 年没有新增数）；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业设备 11876条，共计 78949.99万元（2020年新增 42条，

金额 15217.44万元）。无形资产 843.6 万元，累计摊销 112.3万元，无

形资产净值 731.3 万元（2020 年新增 222 条，金额 116.99万元），占总

资产的 0.75%；本年度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市属医院传染病防控救治设

施升级改造项目，金额为 571.61万元，占总资产 0.59%。我院没有公共

基础设施、政府储备物资、文物文化资产、保障性住房等。我院本年没

有报废的固定资产。 

二、部门（单位）主要履职绩效分析 

（一）主要履职目标 

深圳大学总医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省、市及学校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科学抗疫，

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抗疫工作上不

辱使命；在做好抗疫工作的同时，我院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围绕“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办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特区医院”的办院宗旨，以创建

“集医疗、教学、科研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研究

型医院”为目标，以学科建设为年度发展主题，全院上下同心协力，推

动医院高质量快速发展。 



（二）主要履职情况  

目前医院共开设专科门诊 34 个、专病门诊 121 个，42 个临床医技

科室、23 个病区，展开床位 742 张。2020 年门急诊 49.2 万人次，同

期增长 40%，最高日门诊量突破 3400 人次。出院 17884 人次，手术 8924

台次，其中三四级手术 5592 台占比 63%。医疗收入 5.63亿元，比去年

增长 2 个亿。在学科发展方面，向上对标省高水平医院及市重点学科

单位，积极融入南山区医疗集团，成功引进 3 个三名工程项目，医院

评出了 11个科室作为医院重点、特色和培育学科。积极开展临床新技

术新技术，紧跟临床医学前沿。在教学方面，全院共承担 28 门课程 2022

学时，增列硕导 40 人、博导 7 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后、实习生、

进修生 105 人，获批各级继教项目 79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30

项。完成了深圳市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深圳大学总医院分中心建设。

在科研方面，开业以来医院共获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218 项，科研经

费合计 4712.49万元。2020年获国自然科学基金 5项（其中重点 1项），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科技计划海外名师课题 2 项，深圳市科

创委自由探索项目 24 项，获批经费 439万，获批专利 26项，发表 SCI

论文 147 篇。获批深圳市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两个。与美国加

州大学 Bickler 实验室共建全球第五间低血氧实验室。由于力副院长

牵头申报的深圳市恶性血液病精准诊疗重点实验室获评深圳市重点实

验室；新增深圳大学校级科研平台深圳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医院中心

实验室已全面投入使用。人才引进机制不断优化，智慧化医院功能不

断升级迭代，尽早谋划，推进创“三甲”工作，完善制度，精细化管

理。加强对外合作，医院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全面加强医院党的领

导，开展“四有”工程建设，推动医院党建高质量开展。 



（三）部门履职绩效情况。 

2020年，对照工作目标和绩效目标，项目完成情况良好，达到了预

期目标。在抗疫方面，发热门诊共诊治患者 7527 名，门急诊留观 1042

人；医学观察酒店累计监测 1937 人；核酸检测 106434 例；方舱 CT 检

测 1917人；急诊综合病区收治 158 人，向市三院转送核酸阳性患者及接

受市三院转来“阳转阴”患者 39例，做到了我院医务人员零感染。组织

医护力量支援市三院、隔离观察酒店、皇岗口岸等。我院抗疫的各项任

务落实有力，得到了深圳市委常委李小甘同志、吴以环副市长、市区两

级卫健委领导以及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医院党委获评深圳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深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重症医学科宋志主任获评

“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感染控制科主管护师彭净、重

症医学科护师朱文宝获评“深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医院以学科建设为抓手，推动医教研协同快速发

展，圆满完成了年初设定发展目标，医教研等各项工作均取得可喜的发

展，开创了医院发展的新局面。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方面，在项目完

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对绩效指标进行了评价，综合反映项目预

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评价结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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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主要经验做法：院领导高度重视，加大绩效

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力度，积极探索并建立部门整体支出及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尝试构筑“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

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



算绩效管理机制，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未来项目申报的关键考量因素。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主要是有些指标很难量化，对某些评价结果无法取证，存

在提供的佐证材料不足的情况。 

（三）后续工作计划、相关建议等 

今后，要加强院内各部门的协调工作，统筹资金安排。一是加快预

算执行进度。支出预算必须依章进行，不得随意更改，严格按照预算项

目内容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预算工作制度和流程。包括预算申报、批

准、执行、考评等各方面。三是预算编制要科学规范、精细高效。预算

编制要注意轻重缓急，优先安排急需可行的项目，实行专项项目滚动预

算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我院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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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学总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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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支出事项  基本完成 616480000.00 389280000.00 507323027.23 386944400.00 

医疗服务  基本完成 344990000.00 5350000.00 337914248.10 5257561.87 

严控类项目  严控支出 500000.00 0.00 47774.55 0.00 

预算准备金  机动经费 8220000.00 0.00 1509831.47 0.00 

政府投资项目  基本完成 167433000.00 167433000.00 146995810.56 146995810.56 

金额合计 1137623000.00 562063000.00 993790691.91 539197772.43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满足预期 60 万人次的门急诊服务和

2 万人次住院病人的医疗服务，医疗

服务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提升深圳市

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水平。 

当年满足 49.6 万人次的门急诊服务和 1.79 万人次住院病人的医

疗服务，医疗服务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提升深圳市卫生服务的可

及性和水平。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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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自动

化设备购

置数量 

≥0个&&≤217个 52 个/台/套 

药品品规

采购数量 
=1300 种 1348 种 

义诊、学

术会议、

参观交流

等活动宣

传 

≥0次&&≤13次 17 次 

三甲建设

工作培训

次数 

4 次 12 次 

医疗设备

购置立项

数量 

100 项 84 项 

质量指标 

药品采购

制度健全 
=100% 100% 

药品质量

安全率 
=100% 100% 

医用耗材

无相关违

规违纪违

法事件 

=100% 100% 

五大医疗

中心及新

技术新项

目人员资

质或和培

训合格率 

=100% 100% 

党支部标

准化建设

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工作计划

完成及时

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支出进度

达标率 
达标 基本达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医院

知名度、

加强医院

品牌文化

建设 

≥80% ≥80% 

宣传党和

国家医疗

卫生政策

及向各级

媒体传递

卫生信息 

100% 100% 

树立医院

良好形

容，增加

高端人才

吸引力 

100% 90% 

生态效益

指标 

提高医疗

资源覆盖

率 

100% 80% 

满意度指

标 

社会评价

满意度 
85% 80% 

行业评价

满意度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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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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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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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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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预决算信息公

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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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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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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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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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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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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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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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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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综合评分 92.00 

评分等级 优 

填表人 陈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