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课题研究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具体实施处（科室） 规划改革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0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形成《普陀区“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思路》、《普陀区“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报告
项目年度目标：形成《普陀区“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思路》、《普陀区“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报告

自评时间 2021-03-1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通过本次课题研究，对普陀区国资国企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进行梳理 ，对“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并结
合国家和上海市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要求以及上海各区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经验 ，提出普陀区“十四五”国资国企改革的
总体思路、基本原则、改革目标、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构建区属国资国企未来5年发展整体框架，进一步提升区属国资国企
发展水平和区域贡献度。

主要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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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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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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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研究数 10 10

课题研究报告 12 12

课题研究时间 12 12

效果目标
(15分)

通过课题研究
提升国资国企
改革效果

15 14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性

考察项目是否有长效管理

机制保证其后续实施。
15 14

合计 100.00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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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国资监管审核费用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具体实施处（科室） 国资监管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78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808,5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579,500.00 预算执行率（%） 88.74%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通过政府采购平台，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国资系统企业进行报表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 ，管理全区国有资本出资人

财务工作，推进本区国有企业财务预决算工作，加强对所监管企业及其全资、控股企业的投资监督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

的权益。

项目年度目标：通过政府采购平台，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国资系统企业进行报表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 ，管理全区国有资本出资

人财务工作，推进本区国有企业财务预决算工作，加强对所监管企业及其全资、控股企业的投资监督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

人的权益。

自评时间 2021-03-18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按照预期计划完成报表审计、国有企业财务预决算工作，加强国资监管，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

主要问题 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改进措施 合理编制项目预算，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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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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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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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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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到位率 34 34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满意度 15 15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管理制

度建设
3 3

项目立项的

规范性
3 3

战略目标适

应性
3 3

立项依据的

充分性
3 3

绩效目标的

合理性
3 3

合计 100.00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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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