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单位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财务（资
产）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

目资金（资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

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1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分）

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

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2段；

（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

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

控制。（1分）

5

项目设立
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

职责密切相关；（1分）②是

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

、年度目标和计划；(1分）③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分）④项目是否经

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

（1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2019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2018年“五违”整治经费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
办事处（本部）

具体实施处（科室） 管理办 否

自评时间 2020.5.28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20,000,000.00 4,919,5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9,989,028.94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完成“五违四必”整治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力争成为“补短板”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项目年度目标：按要求进行各项整治工程，包括天井“四统一”、居改非、沿街无证经营、“三合一”
、地下空间、彩钢板换顶等专项工程

投入与管理
(36分)

主要绩效
一是完成区级“无违建先进居村（街镇）”创建工作，库内存量违建累计销项1,145处，面积9.94万平方
米，消除新发现及库外存量违建223处，面积2.05万方米；二是做好“居改非”、“三合一”等整治工
作；三是同步做好“拆、建、管、美”。

主要问题
一、项目预算编制存在预算细化程度不高的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产出目标和效果目标）的设置与项目预算内容匹配度较低。

改进措施

一、根据往年的部门实际管理工作，细化预算内容，明确财政资金的使用用途，促进项目预算的精细化
管理；
二、根据项目的实际工作，明确项目的支出内容、产出、及效果，以设置合理的绩效目标，加强项目的
监督力度。



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

和报送绩效目标（1分）②绩

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资金

量相匹配;（2分）③是否将项

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和指标值;（1分）④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

（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

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

。）（4分）其中：科学细化

量化的得4分，基本细化量化

的得2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

分。

4

预算执行
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

情况打分）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8分；②预算执行

率大于80%以上不到90%得6-8

分；③预算执行率70%以上不

到80%得4-6分；④预算执行率

70以下，不得分。

8

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

务卡、“三公”经费、政府采

购等）；（3分）②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1分）③是否符合项目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1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行

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

（1分）

6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

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

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

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

的业务管理制度；（1分）②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

完备；（1分）③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

是否齐全;（1分）④是否采取

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

段。（1分）

4

产出目标
(34分)

财政投入
乘数

34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30

效果目标
(15分)

战略目标
适应性

15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15

长效管理
主体明确
性

0

人员到位
率

15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15

投入与管理
(36分)

影响力目标
(15分)



项目立项
的规范性

0

政策知晓
度

0

合计 100.00 92.00

影响力目标
(15分)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预算单位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财务（资
产）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

目资金（资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

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1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分）

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

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2段；

（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

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

控制。（1分）

5

2019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社区为老助残经费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
办事处（本部）

具体实施处（科室） 服务办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700,000.00 3,9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354,261.10 87.2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完成社区服务办各条线的指标任务。
项目年度目标：组织开展各项为老助残活动。

自评时间 2020.5.2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1.为620位老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2、“老伙伴”项目招募79名志愿者与758名老人结对；
3、开展健康讲座活动74次，大型义诊活动3次，敬老月系列活动7场，共计4000余人参与；
4、结对25位助养老人在全年各个节日节点开展慰问工作6场；
5、百岁老人庆生14场；
6、建设养老顾问点位3个；
7、开展为老服务、眼科义诊、老年教育等活动，受益人群200人次；
8、适老性住房改造40户；
9、残疾人评残360人，办理残疾人行政事务722次；

主要问题 活动信息有效覆盖和告知率有待提高，活动类型需再丰富，居民关注和需求的焦点把握还不够精准

改进措施 不定期进行走访和调研，听取居民意见不断改进提升

投入与管理
(36分)



项目设立
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

职责密切相关；（1分）②是

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

、年度目标和计划；(1分）③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分）④项目是否经

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

（1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

和报送绩效目标（1分）②绩

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资金

量相匹配;（2分）③是否将项

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和指标值;（1分）④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

（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

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

。）（4分）其中：科学细化

量化的得4分，基本细化量化

的得2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

分。

4

预算执行
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

情况打分）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8分；②预算执行

率大于80%以上不到90%得6-8

分；③预算执行率70%以上不

到80%得4-6分；④预算执行率

70以下，不得分。

8

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

务卡、“三公”经费、政府采

购等）；（3分）②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1分）③是否符合项目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1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行

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

（1分）

6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

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

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

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

的业务管理制度；（1分）②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

完备；（1分）③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

是否齐全;（1分）④是否采取

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

段。（1分）

4

投入与管理
(36分)



产出目标
(34分)

财政投入
乘数

财政投入总额与项目资金总

额或项目回报（现金净流入

现值）总额的比率的倒数，

反映了某项目中财政投入资

金所占的比重大小或项目回

报当中财政投入资金起到作

用的大小情况。

34 34

效果目标
(15分)

战略目标
适应性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项目设

立时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

的效果（含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等，属于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应结合实

际收集社会公众满意度信

息）。（对照项目具体绩效

目标和指标）

15 15

人员到位
率

0

立项依据
的充分性

0

政策知晓
度

0

项目立项
的规范性

立项时是否规范 15 15

绩效目标
的合理性

0

合计 100.00 96.00

影响力目标
(15分)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预算单位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率（%）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财务（资
产）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

目资金（资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

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1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分）

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

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2段；

（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

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

控制。（1分）

5

社区自治共治经费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社区服务
和指导中心

主要问题
一、项目预算编制存在预算细化程度不高的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产出目标和效果目标）的设置与项目预算内容匹配度较低。

预算执行数（元） 55,445,773.38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着力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项目年度目标：夯实基层政权基础，深化社区自治共治，凝聚群团组织合力

自评时间 2020.5.2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聚焦标准化建设，推进绿洲城市花园等4个居民区办公用房装修，以绿洲、正红里和大上海居民区为试点
推进“服务型”居委会建设，以精简、合理、必须为原则，指导居委会办公经费规范使用。聚焦制度建
设，健全居民区值班督查、上下班考勤、走访联系群众、请假等日常制度，促进居委会整体工作面貌提
升，建立居委会云平台及电子台账信息员AB角制度，实现云平台各项信息的动态更新。聚焦能力素质建
设，提拔居民区书记1名、居民区副书记3名，对书记及社工50人次进行岗位调整，招录居民区社工10
人，组织开展新晋社工能力提升培训，对居民区主要负责人、中青年社工骨干开展为期4天的进修培训。
聚焦居民知晓满意度，优化居民区“两委”班子服务群众能效评估和社工绩效考核方式，启动2019年长
寿路街道居民区服务群众能效评估和社工绩效考核工作方案制定工作。

具体实施处（科室） 自治办 是

当年预算数（元） 55,577,459.00 0.00

2019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改进措施

一、根据往年的部门实际管理工作，细化预算内容，明确财政资金的使用用途，促进项目预算的精细化
管理；
二、根据项目的实际工作，明确项目的支出内容、产出、及效果，以设置合理的绩效目标，加强项目的
监督力度。

投入与管理
(36分)



项目设立
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

职责密切相关；（1分）②是

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

、年度目标和计划；(1分）③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分）④项目是否经

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

（1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

和报送绩效目标（1分）②绩

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资金

量相匹配;（2分）③是否将项

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和指标值;（1分）④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

（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

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

。）（4分）其中：科学细化

量化的得4分，基本细化量化

的得2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

分。

4

预算执行
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

情况打分）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8分；②预算执行

率大于80%以上不到90%得6-8

分；③预算执行率70%以上不

到80%得4-6分；④预算执行率

70以下，不得分。

8

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

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

务卡、“三公”经费、政府采

购等）；（3分）②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1分）③是否符合项目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1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行

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

（1分）

6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
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

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

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

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

的业务管理制度；（1分）②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

完备；（1分）③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

是否齐全;（1分）④是否采取

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

段。（1分）

4

投入与管理
(36分)



产出目标
(34分)

财政投入
乘数

财政投入总额与项目资金总

额或项目回报（现金净流入

现值）总额的比率的倒数，

反映了某项目中财政投入资

金所占的比重大小或项目回

报当中财政投入资金起到作

用的大小情况。

34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34

效果目标
(15分)

战略目标
适应性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项目设

立时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

的效果（含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等，属于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应结合实

际收集社会公众满意度信

息）。

15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15

人员到位
率

0

政策知晓
度

0

项目立项
的规范性

项目立项时是否规范 15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15

绩效目标
的合理性

0

立项依据
的充分性

0

合计 100.00 96.00

影响力目标
(15分)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