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1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实施过程评价 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

项目单位： 上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主管部门： 上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评价时间： 2020 年 1 月 1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组织方式：□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

评价机构：□第三方机构 □专家组 项目单位评价组

评价单位（盖章）：

上报时间：2021.07.14



附件 4-2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项目名称： 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 上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项目实施单位 上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 彭进红 联系电话 8225344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400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4000

实际使用情况

（万元）
4000

其中：中央财政 0 其中：中央财政 0 其中：中央财政 0

省财政 0 省财政 0 省财政 0

市县财政 4000 市县财政 4000 市县财政 4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18

项目立项 6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项目过程 22

资金管理 6
资金到位率 3 3

预算执行率 3 3

资金管理 8 资金使用合规性 8 8

组织实施 8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5

项目绩效 60

项目产出 20

产出数量 10 10

产出质量 4 4

产出时效 3 3

产出成本 3 3

项目效益 40

经济效益 8 8

社会效益 8 8

环境效益 8 8

可持续影响 8 8

服务对象满意度 8 8

总分 100 100 100 100

评价等次
优 良□ 中 □ 差□

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

为差



附件 4-3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积极高效作为，保安全，提服务，抓管理，行政中心机关服

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为进一步提升行政中心管理、服务水平，我局

申请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主要用于物业管理费、集

中办公区（行政中心、广信大厦）和锦绣小区水电费、市行政中心

食堂餐费、食堂聘用人员工资、维修费等方面的开支。该项经费将

为集中办公区（行政中心、广信大厦）和锦绣小区正常办公生活提

供坚强保障。

2 .立项目的：物业管理、水电、维修及食堂项目属于我局的具

体工作，主要是用于管辖范畴内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机关食堂

日常运行及维修支出，保障新老办公区的安全保卫、卫生保洁、绿

化养护、水电运行、后勤维修，保障机关服务中心餐饮管理，保证

机关干部职工工作用餐和公务接待。

3 .项目内容、执行标准和实施期限：主要分三大块：物业管理

费、集中办公区（行政中心、广信大厦）和锦绣小区水电费、市行

政中心食堂经费，截止 2020 年底，我局本年度的项目支出已全部开



支，各项工作任务按期按质量完成。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无跨年度

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

4.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

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

结果真实、准确。我局严格落实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理制度

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

项目资金的情况。

2020 年度，预算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为 4000 万

元，其中：物业管理费预算为 1158 万元，集中办公区（行政中心、

广信大厦）和锦绣小区水电费为 1200 万元，行政中心食堂餐费及聘

用人员工资为 1120 万元，维修费为 364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财政下拨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单位实际支出为 4000 万元，

收支平衡，其中：物业管理费实际支出为 1157 万元，集中办公区（行

政中心、广信大厦）和锦绣小区水电费为 742 万元，行政中心食堂

餐费及聘用人员工资为 1280 万元，维修费为 236 万元。

5.项目组织管理情况：各相关科室分别牵头开展各项目支出，

负责项目支出的全面工作，对整个项目支出过程的进度、计划、质

量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保障机关高效运转。



2．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做好本年度管理、服务工作，保障行政

中心、广信大厦、锦绣小区、家属区的正常运行，为干部职工提供

优良的办公环境。

3．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项目的年度目标，是安排 4000 万

元作为 2020 年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主要用于 2020

年日常办公经费及物业管理费、集中办公区（行政中心、广信大厦）

和锦绣小区水电费、行政中心食堂餐费及聘用人员工资等方面支出，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既定项目

目标全部完成，资金收支平衡。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原则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

1.绩效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结合我局工作的实际情况，按照市财政设定的项目支

出绩效目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照标准，对项目涉及的各个

方面进行客观、科学、公正、公平、公开地评价。

2.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主要根据财政部门设置的指标、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及单位

职能职责、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绩效目标制定，选取科

学、灵活，具有可操作性，贴近实际。分为年初既定目标、年终总

体绩效目标。

3.绩效标准



坚持客观、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根据项目设置年

初目标值，对预定目标设置分值，按照客观实际的工作情况，评价

打分。

4.评价方法

采用直接比对方法，将实际工作完成情况与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进行直接对比，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此次绩效评价由财务审计科、资产管理科的同志共同完成。根

据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一是前期准备，明确工作分工、了解基本情

况、设计指标体系；二是收集信息，分别落实工作；三是对照检查

核实，提出意见建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投入指标

1. 项目立项规范性指标得分情况分析：2020 年，年度计划 4000

万元作为新老办公区行政大楼基本运行经费，主要用于 2020 年日常

办公经费及物业管理费、集中办公区（行政中心、广信大厦）和锦

绣小区水电费、市行政中心食堂项目等方面支出。整个项目经费使

用规范，目标设置合理，符合本单位的职能任务；项目预期目标结

合实际和年度工作要求，指标明确。

2. 预算资金执行率指标得分情况分析：总体来说 2020 年度项

目支出预算 4000 万元，支出 4000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100%



，收支平衡。其中：物业管理费预算 1158 万元，实际花费 1157 万

元；集中办公区水电费年初预算 1200 万元，实际花费 742 万元，原

因一是由于疫情原因，实行了弹性上班，2、3 月份用电量激减，并

有疫情用电补贴，二是由于大力宣传节能环保，推行低碳办公，使

最终使用额低于预算；行政中心食堂餐费及聘用人员工资年初预算

为 1120 万元，实际花费 1280 万元，原因是过年后给聘用人员增缴

了社会保险并普调了工资，加大了工资支出；维修费预算为 364 万

元，实际支出 236 万元，原因是由于疫情，2、3 月份办公人数减少，

空调、日常维修都在减少，但是从长远来说，由于行政中心办公区

老化，空调、消费、电梯等大额维修项目较多，日常零星维修部分

存在不确定性，维修费用也存在变动幅度。

（二）项目过程指标

1．业务管理指标得分情况分析：项目执行科室资产管理科按相

关的管理制度进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支出

手续完备，有关资料整理并归档；及时落实有关工作，确保工作顺

利进行。

2．财务管理指标得分情况分析：财务审计科负责对项目实施过

程中规范使用资金，监督资金使用进度，严格执行专款专用，按我

局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进行，遵守各项财务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健全。

（三）项目产出指标



1．产出数量指标得分：各项目支出绩效均为满分，有效地保障

了机关会议、干部用餐需求、日常办公维修需求，实现了行政中心、

广信大厦、锦绣小区、家属区物业全覆盖。

2．产出质量指标得分：质量指标为满分，干部职工满意度高。

3．产出时效指标得分：时效指标满分，资金使用规范，达到每

年序时进度要求。

4. 产出成本指标得分：物业管理费和集中办公区水电费产出指

标为满分，没有超出预算开支，市行政中心食堂项目总体收支平稳。

（四）项目效果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得分：2020 年我局项目支出得到有效控制，

一是水电管理方面，加强节能宣传，严格水电运行管理，本年度，

此项目预算成本降低 458 万元；二是在维修维护方面，严格执行了

我局的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三是在膳食管理方面，针对季节供

应特点，合理调剂膳食结构，在节约食堂运行成本的同时尽可能的

提高菜品质量，维持食堂运营平衡，提高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指标得分：项目实施确保了行政中心工作的正常运

行，严格落实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提高了行政中心办公的入驻率，

通过集中保障，增强了入驻行政中心及广信大厦各单位干部职工的

满意度。

3．生态效益指标得分：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生态



文明理念，大力加强营院绿地建设工作，做好节约型机关创建和垃

圾分类活动，做好集中办公区及食堂垃圾的处理，较好的维护了行

政中心及广信大厦的卫生情况，工作生活环境质量逐步提升。

4. 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该项目属经常性项目，市财政每年均

拨付该项目经费，行政中心运营保障工作具有可持续性影响。

（五）项目效果指标

通过走访和干部群众反馈，干部群众服务满意度较高，达到 90%

以上的满意度，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

四、综合评价结论：

该项目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整体发挥的社会效益明显，极

大的方便了广大干部群众，我局项目支出绩效分为 99 分，评价结果

为优。资金的执行情况和绩效情况达到预期目标，项目实施情况总

体良好。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在 2021 年度中，我局会将此次绩效评价的内容应用到今年的中

心工作中，继续保障好管理区域的日常工作、生活，及时在政务公

开平台中公开此次绩效评价。

六、项目实施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从本项目的实施情况看，整个项目在资金安排、方案制定、规



范管理和产出效益等方面都有充分考虑。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

有以下经验和做法：

一是认真仔细做好该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制定方案，做好预

算等相关准备工作；二是按规范程序做好物业管理、花卉绿植、维

修采购等招投标工作；三是各科室工作紧密团结，积极配合，首先

是财务审计科严格程序，专款专用，按时划拨经费，确保资金发挥

最大效益，为项目实施做好资金保障；其次是项目执行科室资产管

理科提出项目资金的使用计划，较为规范地组织实施，有条不紊开

展相关工作，并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二）存在的问题

对于此项绩效管理工作经验不足，项目的部分成果无法用量化

指标形式表示，在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上，有待完善。

（三）有关建议和改进措施

1.政策建议

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

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

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

和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管理手

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二是按照财政支

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三是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



管理的指导和培训，增强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和思

想水平。

我局由于工作特殊性，以管理、服务保障性工作为主，因此部

分指标并不适宜作为绩效考核，建议研究制订适合专项资金的支出

绩效评价共性指标。

2.改进措施

规范绩效管理方面需要细化，指标的设计可能需要更加的科学

性。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