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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综合评价指标

附件4                                                              （ 2018 年度）

被评价部门：赣州市南康区横寨乡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评价内容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分值 自评分 评定分

一、绩效基础管理 14 14 14

（一）财务核算合规性

指预算单位使用预算资金
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制度
及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
用以反映和评价预算单位
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财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分）；
2、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分）；
3、会计资料是否齐全、规范（1分）；
4、资金用途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1分）。

5 5 5

（二）管理制度健全性

指预算单位为加强预算管
理而制定的制度是否健全
完整，用以反映和评价预
算单位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的保障情况

1、是否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2分）。

3 3 3

（三）公务卡使用情况

指预算单位为规范单位公
务活动，在强制消费目录
内推行使用公务卡刷卡消
费情况，用以反映和评价
预算单位现金管理的情况

1、是否制定本单位公务卡结算的财务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 （1分）；
2、单位发生了在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内的公务活动是否采用公务卡进行结算 （1分），发现一例未使用
的扣0.5分，扣完为止；
3、公务卡消费额占单位现金支出比例是否大于等于 10%（1分），每下降1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3 3

（四）部门预决算及基层财政专
项支出预算公开情况

指预算单位是否按照有关
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
息，用以反映和评价预算
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
明情况

1、是否按规定时限和内容公开预算信息（1分）；
2、是否按规定时限和内容公开决算信息（1分）；
3、是否按公开目录范围公开基层财政专项支出预算信息 （1分）。

3 3 3

二、预算编制管理 16 15 15

（一）部门预算编报工作

指预算单位对本单位年度
预算的编报工作，用于反
映预算单位对部门预算编
制的组织管理情况

1、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部门预算草案的，得1分，逾期一天报送扣0.2分，扣完为止；
2、编报符合格式要求，内容详细完整，附属资料齐全的，得2分，缺失一项扣0.4分，直至扣完；
3、部门预算填报数据真实准确，得3分，否则不得分。

6 6 6

（二）项目资金申报管理工作

指预算单位对项目支出预
算编报的管理，反映预算
单位对项目资金的管理情
况

1、项目支出申报附有完整的立项依据及相关批文的 ，得2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申报前预算单位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的 ，得1分，否则不得分；
3、项目申请资金测算依据充分，标准合理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4、项目支出预算细化，支出用途明确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5、项目设定了绩效目标，并对绩效目标量化细化，能清晰反映绩效实现程度，得2分，否则不得分；
6、项目申报材料填报内容详尽，编写规范，附属资料齐全的，得1分，缺一项扣0.2分，直至扣完。

10 9 9

三、预算执行管理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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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分值 自评分 评定分

（一）部门预算执行率

指预算单位部门预算完成
数与部门预算数（含预算
调整数）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评价预算单位部门预
算执行程度，按月评价

部门预算执行率=序时进度为达到要求，每月达到要求的得0.5分，未达到要求的，不得分。 6 6 6

（二）项目支出执行率

指预算单位项目支出完成
数与项目预算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评价预算单位
项目推进程度，该项指标
按季度评价

项目支出执行率每季度分别达到25%、50%、75%、100%为达到要求，每季度达到要求分别得分1分、1分
、2分、2分，未达到要求的，不得分。

6 6 6

（三）预算调整率

指预算单位本年度预算调
整数与年初预算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评价预算
单位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率=0为达到要求，达到要求的得5分；每高于要求3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每低于要求5个
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的重大事项而产生
的预算调整除外）

5 5 5

（四）政府采购执行率

指预算单位本年度实际政
府采购金额与年初政府采
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评价预算单位政府采购
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采购执行率=100%为达到要求，达到要求得4分（按年初采购计划采购所节约的资金视同达到要
求），每低于要求5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采购资金是否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1分）
。（注：若预算单位没有政府采购预算且没有发生实际采购行为的 ，得满分；若预算单位没有政府采购
预算但发生实际采购行为的，或者超出采购预算的，不得分）

5 5 5

（五）“三公经费”控制率

指预算单位年度“三公经
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
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
评价预算单位对“三公经
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为达到要求，达到要求的得4分；每高于要求2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若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或实际支出数比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或实际支出数有增长的，得
0分）

4 4 4

（六）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监控情况

指预算单位对项目绩效目
标的实现是否进行了有效
的跟踪监控，用于反映预
算单位项目推进的成效

1、是否建立了项目支出跟踪监控制度（1分）；
2、是否及时采集项目目标进度信息并汇总分析报财政部门 （2分）；
3、是否对偏离绩效目标项目提出纠正和调整意见 （1分）。

4 4 4

四、项目绩效评价管理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表现优秀的，可在0-2分范围内酌情加分 25 25 25

（一）项目的自评工作

指预算单位对已完工项目
是否及时组织自评工作，
用于反映单位对项目的管
理情况

1、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绩效自评报告的，得2分，逾期一天报送扣,0.4分，扣完为止；
2、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合理，符合项目特点，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3、绩效自评报告符合格式要求，内容完整，得2分，缺失一项扣0.4分，直至扣完；
4、自评结论客观公正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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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评价项目实际绩效情况

指项目执行完毕后所产生
的实际绩效情况，用于评
价预算单位使用公共财政
资金发挥效益的情况

该项得分=被评价项目评价得分/100×该项总分，被评价项目仅指财政委托第三方进行再评价的项目 ，
不含单位自评项目。

10 10 10

（三）评价结果整改落实情况

指项目自评或再评价工作
结束后，对自评或再评价
报告所反映问题的整改落
实情况，用于反映预算单
位对项目绩效的修正情况

1、落实财政部门的整改意见并将整改情况报告财政部门的 ，得5分，不整改不得分（不报送整改措施视
同未整改）；
2、财政部门未提出整改意见的，直接得5分。

5 5 5

五、预算监督管理 15 15 15

（一）监督发现问题

指存在违反《预算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行
为，用于反映预算资金管
理使用的合法、合规情况

按当年监督报告或审计报告发现的违规情况 （不论年度），得分=该项总分×（1-违规金额总和/预算资
金总额）；构成犯罪的，不得分。

5 5 5

（二）部门结余结转资金管理

指预算单位对结余结转资
金的管理使用情况，用以
反映和评价预算单位对项
目的推进程度以及对项目
资金的管理情况

1、部门是否采取有力措施压缩结余结转资金 ，并制定本部门结余结转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 （1分）；
2、部门是否真实准确分类核算和统计结余结转资金 ，并与相关报表数据保持一致（1分）；
3、是否将部门结余结转资金全部纳入下一年度年初预算草案统筹安排使用 （1分）；
4、连续两年未使用或三年内仍未使用完的剩余资金是否及时足额上缴财政总预算 （2分）；

5 5 5

（三）部门决算编制工作

指预算单位对本单位部门
决算的编报工作，用于反
映部门对部门决算编制的
组织管理情况

1、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部门决算的，得1分，逾期一天报送扣0.2分，扣完为止；
2、编报符合格式要求，内容详细完整，得1分，缺失一项扣0.2分，直至扣完；
3、部门决算填报数据真实准确，得1分，否则不得分；
4、部门决算分析报告内容详实、分析深入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5 5 5

合计 100 99 99

注：1、部门如没有某些评价内容，未做特别说明的，均按“缺项法”处理，即按该项的各部门平均得分计分。

2、评价内容中涉及对项目支出的评价，均包含纳入部门预算内项目支出和待分配项目支出 ，其中待分配项目支出纳入对项目牵头部门或有资金分配权的部门的评价 。

3、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按评价年度开展的上年项目的评价情况进行评价 ，没有绩效评价项目的，按部门平均得分计分，部门有多个评价项目的，按多个项目平均得分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