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市纪委派驻市国资委纪检组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2.91 112.91 66.48 10 58.88% 5.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 — —

      上年结转资金 32.91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承担市纪委派驻纪检组监督是国资委机关和市属出资企业监察工作
派驻纪检组基本完成监督市国资委机关和市属出资企业监察工作；部分

复杂审查工作，正积极落实处理中；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监督市国资委机关及市属出
资企业

1个机关和21家控股集团 1个机关和21家控股集团 10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完成信访举报、执行审查工
作落实率

100% 97.70% 10 8

偏差原因分析：对省、市纪
委转来的群众反映有关企业

的信访件，立即成立调查
组，调查时间跨度长，资料

繁多，工作量大，需一定时
间完成审查工作。

改进措施：加大宣传，从源
头减少党纪问题；尽快完成

审查工作，保质保量落实审
时效指标 指标1：纪检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指标1：纪检专项工作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8

偏差原因及分析：项目支出
总额未超出预算，部分支出

明细超出项目预算申请金
额，其中：培训费超出预算

金额7.84万元。
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管理，

及时对预算支出金额和实际
支出金额的差异进行修正。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纪检组监督督查工作社会效

益

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
着力营造不想腐、不能

腐败、不敢腐败的政治
生态环境

举办专题培训和专题党
课；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活动；抓典型案例教

育；

15 15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1：纪检组监督监察工作可持续
影响

压实国资系统管党治党
的主题责任和监督责任

完善监督监察工作体

系，印发《市国资委机
关纪委2019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要点》；下发相
关文件组织学习；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1：市纪委满意度 95%以上 市纪委满意度≥95% 15 15

总分 100 91.8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国资国企改革改制发展工作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0 70 51.99 10 74.27% 7.4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 70 51.99 — —

上年结转资金 52.82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增强市出资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
积极推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超额完成各类指标任务，为出资企业发展

整合资源、平台，取得较好的成效；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全面启动和推开市直部门 128

户企业分类处置改革、全面推进规范董

事会建设、推进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推进

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重要改革改

制发展工作项数

4项 4项 4 4

指标 2：国资国企改制发展工作培训人

次
175 人 ＞1000 人次 6 6

指标 3：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举办

央企合作、招商、推介活动会议场数
4场 ＞8场 6 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项目名称 市纪委派驻市国资委纪检组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2.91 112.91 66.48 10 58.88% 5.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 — —

      上年结转资金 32.91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承担市纪委派驻纪检组监督是国资委机关和市属出资企业监察工作
派驻纪检组基本完成监督市国资委机关和市属出资企业监察工作；部分

复杂审查工作，正积极落实处理中；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监督市国资委机关及市属出
资企业

1个机关和21家控股集团 1个机关和21家控股集团 10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完成信访举报、执行审查工
作落实率

100% 97.70% 10 8

偏差原因分析：对省、市纪
委转来的群众反映有关企业

的信访件，立即成立调查
组，调查时间跨度长，资料

繁多，工作量大，需一定时
间完成审查工作。

改进措施：加大宣传，从源
头减少党纪问题；尽快完成

审查工作，保质保量落实审
时效指标 指标1：纪检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指标1：纪检专项工作成本控制率 ≤100% ≤100% 10 8

偏差原因及分析：项目支出
总额未超出预算，部分支出

明细超出项目预算申请金
额，其中：培训费超出预算

金额7.84万元。
改进措施：加强预算管理，

及时对预算支出金额和实际
支出金额的差异进行修正。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纪检组监督督查工作社会效

益

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
着力营造不想腐、不能

腐败、不敢腐败的政治
生态环境

举办专题培训和专题党
课；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的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
育活动；抓典型案例教

育；

15 15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1：纪检组监督监察工作可持续
影响

压实国资系统管党治党
的主题责任和监督责任

完善监督监察工作体

系，印发《市国资委机
关纪委2019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要点》；下发相
关文件组织学习；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1：市纪委满意度 95%以上 市纪委满意度≥95% 15 15

总分 100 91.89



指标 4：展示国企改革发展取得辉煌成

就，彰显国企国资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在长江日报开辟专栏期数

10 期 长江日报专栏册一本 6 4

偏差原因及分析：媒体形式与时俱

进，更新速度快，长江日版专栏改版，

项目执行部门按照预算金额标准完

成专栏宣传工作，发布“喜迎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国资特刊”专栏册。

改进措施：结合多媒体形式变化，与

宣传企业积极沟通，对预算指标值及

时做出更新调整。

指标 5：市政府和市国资委批准的经济

行为涉及资产评估、咨询、审计市属企

业户数

5户 10 户 6 6

指标 6：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到省外

学习、交流、考察、调研次数
8次 22 次 4 4

质量指标

指标 1：国资国企改革改制发展工作参

训覆盖率
≥100% ≥100% 6 6

指标 2：市政府和市国委批准的经济行

为涉及资产评估、咨询、审计市属企业

覆盖率

≥100% ≥100% 6 6

指标 3：完成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学

习、交流、考察、调研报告
4份 4份 4 4

时效指标
指标 1：改革改制发展工作计划按期完

成率
≥100% ≥100% 6 6

成本指标 指标 1：改革改制发展工作成本控制率 ≤100% ≤100% 6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指标 1：指导出资企业加大央企合作力

度，引入央企投资
21 亿元 38 亿 6 6



指标 2：市出资企业国有资产总规模增

长幅度
10.00% 12.58% 6 6

社会效益指

标

指标 1：全面启动和推开市直部门 128

户企业分类处置改革、推进武汉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

点，改革改制发展工作社会效益

理顺国有资产产权关系，实现政

企分开、政事分开，确保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大

做强做优；调整优化市级部门所

属企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僵

尸”企业、空壳企业实施出清处

理，退出市场，降低资产负债率，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通过重组整合、处

置变现、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手

段，盘活现有存量国有资产，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递增至和价值

最大化。

理顺国有资产产权关系；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调整优化市级部门所属企

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僵尸”企业、空壳企业

实施出清处理，退出市场；

通过重组整合、处置变现、

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手

段，盘活现有存量国有资

产；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

好的成果，超额完成各类

指标任务.

4 4

指标 2：展示国企改革发展取得辉煌成

就，彰显国企国资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在长江日报开辟专栏社会效益

提升了市属企业文化认知度，影

响力。

在长江日报开辟一天“汉

派国资”主题专栏册，对

国企改革发展工作进行宣

传；

4 4

指标 3：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举办

央企合作、招商、推介活动社会效益

扩大城市影响力、知名度，聚集

国内外资本和人才重要举措、重

大平台、重要经验

参加有关国企改革改制、

央企合作有关培训会议达

上千人次，扩大城市影响

力、知名度，聚集国内外

资本和人才重要举措、重

大平台、重要经验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 1：培训人满意度 ≥98% ≥98% 6 6

总分 100 95.4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妥善解决改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5 40 4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5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解决改制历史遗留问题 基本解决项目年度改制历史遗留问题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维护市属

出资企业稳定和

谐发展

18 家控股集团 18 家控股集团 12 12

指标 2：全市国有

企业退休教师待

遇落实人数

6661 人 ＞6665 人 12 12

质量指标

指标 1：扎实做好

阳光信访、信访

件办结率、确保

进京非防

信访件办结率

100%，确保进京非

防为 0

信访件办结率

100%，确保进京非防

为 0；

12 12



指标 2：全市国有

企业退休教师按

政策待遇落实率

100% 100% 12 12

时效指标

指标 1：妥善解决

改制历史遗留问

题专项工作计划

完成率

100% 97% 10 7

偏差原因及分析：协调推进国有企

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工作分阶段性完成工作。改进措

施：继续协调推进国有企业职工家

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工

程改造工作，配合财政部门指导国

有企业做好“三供一业”财政补助

资金清算工作。

成本指标

指标:1：妥善解

决改制历史遗留

问题专项工作成

本控制率

≤100% =100% 12 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解决改制

历史遗留问题社

会效益

维护企业和谐稳

定，保障民生需

求，解决职工实际

困难，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组建专项工作组，解

决职工实际困难，解

决改制历史遗留问

题；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10 7

偏差原因及分析：因受疫情影响，

拨付企业困难资金由企业先垫付，

未按时点拨付。

改进措施：随时准备不可预见事件

发生，及时办理资金调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信访维稳网上评

价满意度≥95%
≥95% 10 10

总分 100 9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办公经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2.19 152.19 80.06 10 52.61% 5.2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2.19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市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能力培训和办公设备购置 较好完成市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能力培训，基本完成办公设备购置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培训人次 140 人次 980 人次 10 10

指标 2：采购办公设备数量
70 台（部、个、

套）

53台（部、个、

套）
10 7

偏差原因分析：项目预算年中调减 67.29 万元，对办公设

备采购进行调整。

改进措施：做好预算工作，使设备使用率最大化，达到预

算效益最大化。

质量指标
指标 1：参训覆盖率 ≥100% ≥100% 8 8

指标 2：采购设备合格率 100% 100% 8 8

时效指标
指标 1：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100% ≥100% 8 8

指标 2：设备采购按期完成率 100% 100% 8 8



成本指标
指标 1：办公经费成本控制率 ≤100% ≤100% 8 8

指标 2：政府采购招标率 100% 10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设备管护率 100% 10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培训人员满意度 ≥98% ≥98% 6 6

指标 2：机关人员满意度 ≥95% ≥95% 6 6

总分 100 92.26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武汉市财务总监办公室监管费

主管部门 市国资委 实施单位 市国资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30 630 553.74 10 87.90% 8.7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

上年结转资金 120 120 — —

其他资金 510 510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强 超额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项目年度内积极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考核市属出资企业经营业绩
考核 18 家控股集

团
18家控股集团 15 15

指标 2：兑现控股集团董事长基薪 300 万元 278.8 万 15 13

偏差原因及分析：一是项目预算申请时，基

薪标准尚未公布，有关部门预算标准略高于

最终基薪标准；二是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企业性质多元化，市国资委根据该集团

特殊性质，按照控股集团进行监管，但未要

求该控股集团缴纳监管费。

改进措施：细化预算支出指标，对特殊性质

指标情况及时作出更新与说明。

质量指标
指标 1：考核市属出资企业经营业绩

覆盖面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指标 1：考核兑现控股集团董事长基

薪按期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成本指标 指标 1：监管费支出控制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市出资企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10% 7.03% 10 7

偏差原因及分析：市出资企业会计核算主要

在年底结转形成利润总额数据，市国资委难

以对每个月利润总额增长率进行分析和推进

工作。

改进措施：主要以出资企业财务质量为主开

展监管工作，结合其他各类数据全面分析出

资企业经济效益，综合考虑个别指标特殊性

质设置指标值。

指标 2：市出资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10% 15.87%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主管部门满意度 95%以上

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10 10

总分 100 9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