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项目名称*： 金审工作维护费 项目类别

*：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维护、采购、更新金审工程电脑、服务器等设施设备，支付金

审工程软件支持公司服务费。
立项依据*： 金审工程是审计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简称，是《国家信息化

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中确定的12个重点
业务系统之一。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做好现有金审工程系统软件日常维护、服务器运营维护及金审
内网电脑更新、运维工作，保障审计工程有序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普陀区审计局固定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普陀区审计局计算机及
其设备管理规定。

项目实施计划*： 支付金审系统软件维护年费；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要求规定
的报废年限更新相关电子设备；做好系统相关维护人员的培训
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做好金审工程日常维护，保障审计工作开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05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金审设备维护 ≥60

时效 金审设备维修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审计工作内部管理 促进

经济效益 审计工作效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项目名称*： 审计专项经费 项目类别

*：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审计专项经费用于支付开展审计培训、深入开展审计课题研究

、做好内审指导工作等业务所需的经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上海市

审计条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维持审计业务开展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业务规范化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市、区两级审计科研课题研究，组织审计业务培训并加强

业务交流等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期完成2019年度审计业务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2672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培训次数 ≥4

数量 培训对象覆率盖 ≥8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审计业务发展 促进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项目名称*： 外勤经费 项目类别

*：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审计外勤经费是指在本市审计现场开展审计、调查、审计审理

等审计业务的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审计署关于审计署机关及派出机构审计外勤经费管理办法》

（审办发[2009]20号文）、《上海市审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审计局审计外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审办
[2016]11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障审计现场开展审计、调查、审计审理等审计业务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审计署关于审计署机关及派出机构审计外勤经费管理办法》

（审办发[2009]20号文）、《上海市审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
审计局审计外勤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审办
[2016]115号）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考勤按月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考勤按月发放。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4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4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2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425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质量 外勤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时效 外勤经费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工成积极性 积极

社会效益 审计干部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 规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
项目名称*： 委托中介审计费 项目类别

*：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及项目的具体情况，委托中介机构参与

审计。
立项依据*： 1、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

号）
2、《上海市审计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指导
意见》（沪审投一【2018】48号）
3、《普陀区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普审规范【
2017】1号、与区“1+5管理办法”衔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审计资源，利用委托社会中介结构或聘请专
业人员参加审计工作，推动年度审计业务实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普陀区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2、《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委托审计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审计项目委托和实施情况，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与社会中介
机构结算委托审计费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强化审计力量，加强审计监督，尤其是完善对区域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88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8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8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62446.97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

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质量 报告出具和资料提

交
及时

时效 委托中介审计项目
开展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审计业务发展 促进
经济效益 审计工作效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被审计单位制度建
设

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