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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民政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进一步规范财政

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于都县财政

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县本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补充通知》

（于财字〔2022〕70 号）要求，南昌洪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受于都县财政局委托，对于都县民政局（以下简称

“县民政局”）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

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责职能

拟定全县社会救助政策，负责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工作；协调跨县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工作；指导城乡社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基层民主政权建设；负责组

织推进殡葬改革，健全绿色殡葬服务体系；负责儿童福利、

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救助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负责乡（镇）行政区域的设

立、撤销、调整、更名和界线变更的审核、报批工作；负责

行政区域界线的管理工作；负责乡（镇）以上行政区划名称、

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和城市街道的命名、更名的审核、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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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县婚姻管理工作；负责残疾人权益保护政策补助发放；

推进养老服务工作，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困老年人救助工作；

负责福利机构管理登记，负责福利彩票销售及社会福利资金

项目管理，指导全县社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负责慈善社会

捐助工作；负责全县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

年检工作，承担社会组织信息管理、参与指导全县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

2、组织架构

于都县民政局机构设置情况，下属股级单位 1 个：长征

福利院；内设机构 6 个，分别是办公室、社会救助股、社会

事务股、社会组织管理股、社会福利股、养老服务股。

3.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于都县民政局经县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核定批复的编制数为 64 人，其中：行政编制 14 人、

工勤编制 2 人、事业编制 48 人。年末实有在职人数 48 人，

在职人员控制率为 75.00%。

（二）2021 年度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2021 年，民政局重点工作任务是：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

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基本建立分层分类救助制

度体系，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兜底保障安全

网络更加坚实牢固。殡仪馆搬迁和城市公益性生态陵园建设

进入实质进展，“三沿六区”整治区域“去存量、控增量”

基本实现看不见坟墓，遗体火化率和城乡公益性公墓（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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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覆盖率达到双 100%。老年养老示范基地项目、岭背中心

养老院和至善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全面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

运营；打造贡江镇金海湾社区、翡翠湾社区、兴都社区、盘

古山西村社区、禾丰镇禾丰村、罗江乡罗家渡等示范性城市

社区居家养老和农村互助养老服点；健全和完善出水坞居家

养老智慧平台为有需求的全县 60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助餐、

助安、助医、助娱等便捷服务；梓山、宽田、罗坳、罗江、

银坑 5 个乡镇敬老院全面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基本完成装修

工程并交付使用。

1.兜底保障和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一是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低保审批权限下放至乡镇，提高审批效率，做

好提标提补，提高救助水平。二是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对符

合条件的低收入、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边缘户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对象，根据受困

情况采取临时救助等必要措施或者参照“单人户”纳入低

保；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将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且

需要长期照料护理的重病患者等对象纳入特困供养，做到应

保尽保。三是加强临时救助与其他生活救助、专项救助等衔

接，对基本生活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困难的，及时

实施临时救助，做到应救尽救。四是兜牢基本生活保障底线，

对生活困难的城镇贫困家庭采取增加保障人数、提高补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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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将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存

在较大刚性支出造成基本生活贫困家庭，纳入城镇支出型贫

困低收入家庭保障范围，提升综合保障能力。

2.绿色殡葬改革工作。一是大力推进殡葬设施建设与管理。

先行择优建设 3-5 个城乡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示范点，按

照逝有所安、全覆盖和“应建必建”的要求，从 2021 年始

分年度分批次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按照生

态、公益、节地的建设原则统一规划、设计、标准、施工，

规范城乡公益性公墓和骨灰堂管理。加快推进殡仪馆和城市

公益性生态陵园的建设用地选址，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二是

积极推进丧葬礼俗改革和散埋乱葬整治。制定丧葬礼俗改革

政策及措施，严格控增量杜绝“三沿六区”特别是高速公路、

高铁、国省道沿线等重点区域新增坟墓，对高速沿线及重点

区域存量坟墓采取合理整治方式，能够迁移的一律迁移，确

实无法迁移的就地立碑改卧碑进行整治。三是全力推进遗体

火化。持续加强舆论宣传攻势和工作引导力度，继续落实好

基本殡葬免费便民政策，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举报重奖机制，

对火化率低的乡镇落实处罚措施，力争火化率 100%。

3.养老服务体系和乡镇养老院建设工作。一是加强对新建

小区社区服务用房规划布局的审核，使小区规划和社区养老

场所做到同步规划建设、同步交付使用，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扶持和推进，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二是加大乡镇敬老

院建设督促力度，协助项目实施主体乡镇政府做好工期安排、

https://baike.so.com/doc/6959150-71816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50055-5688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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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到场等相关工作，健全资金拨付审批制度。三是落实养

老机构扶持政策，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积

极性，加大养老项目争资争项力度。

（三）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县民

政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做好民生保障工

作。

（四）2021 年度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

1.预算完成情况

2021 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 29,326.47 万元，为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1 年末部门收入决算数为 44,324.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863.47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614.70 万元，其他收入 730.37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9116.45 万元。

2021 年初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数为 29,326.47 万元，调整

后部门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为 44,324.99 万元，全年执行数

为 44,324.99 万元，预算完成率为 100%；其中基本支出

1,139.38 万元，占 2.57%；项目支出 43,185.60 万元，占

97.43%。

2.一般性支出变动率

根据于都县民政局决算报表，2020 年度一般性支出为

245.44 万元，2021 年度一般性支出为 216.71 万元，一般性

支出变动率为-11.70%。



第 6 页

3.人均公用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度实际支出公用经费 223.75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152.31 万元）增加 71.44 万元，2021 年实有在职人员

为 48 人，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为 31.60%。

4.“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

预算数为 15.80 万元，决算数为 15.80 万元，“三公”经费

预算完成率为 100%；决算数较上年度减少 0.35 万元，“三

公”经费变动率为 2.29%。

二、绩效评价过程

（一）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规范性原则。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

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客观性原则。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在

部门整体支出评估中尊重客观规律，深入调查研究，不带主

观随意性，讲求科学性。

（3）系统性原则。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

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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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在于都县财政局提供的指标体系框架下，根据于

都县民政局的实际情况，设定了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包括履职效能指标、管理效率指标及服

务满意指标 3 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 9 个二级指标，二

级指标又分解为 21 个三级指标、32 个四级指标。具体详见

附件 1。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

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根据最终

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90（含）-100 分为优、

80（含）-90 分为良、70（含）-80 分为中、70 分以下为差。

3.评价方法

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以下评价方法：

（1）政策、文献研究。通过学习和研究有关县民政局

职责职能、规章制度及工作目标等相关政策、文献，了解部

门性质、目标和管理等基本情况。

（2）比较法。通过统计、收集部门产出和部门效果的

实际数据，与目标值、经验值、历史数值和计划数值等进行

比较，分析部门履职完成和效果情况。

（3）财务核查。通过合规性检查，掌握部门预算资金

的规范使用情况。

（4）社会调查。通过访谈，了解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和

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通过抽样问卷调查，获取社会群众及

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情况的认可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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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评价过程中结合部门实际情况采取的其他方法。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由于都县财政局委托南昌洪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

①根据被评价部门（于都县民政局）行业性质及特点，

确定公司评价小组成员名单；②开展部门调研，了解部门情

况，就部门工作的相关情况与财务、业务人员进行了沟通与

交流，取得被评价部门相关材料；③对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研读和梳理，在此基础上起草评价指标体系；

④征求委托方及被评价部门意见，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实施阶段

①按照评价指标和调查问卷需要，收集数据和资料用以

支撑评价；②核实数据，分析资料，计算评价结果；③征求

相关方意见，确认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

3.报告撰写阶段

依据收集的基础评价资料、访谈情况和社会调查满意度

情况，进一步细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对 2021 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情况进行评价打分，形成初步评价结果，并草拟初

稿，提交于都县财政局。

三、综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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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在基础数据分析及处理的基础上，对于都县民

政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客观的绩效评价，评价

综合得分为 78.09 分，评价等级为“中”。

各指标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得分 指标得分率

履职效能

部门计划及工

作目标
6 5 83.33%

整体工作 15 12.09 86.43%

重点工作 15 12 80.00%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24 18 75.00%

收支管理 8 8 100.00%

财务管理 6 4 66.67%

资产管理 4 4 100.00%

成本控制 12 5 41.67%

服务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 10 10 100.00%

总分 100 78.09 78.09%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效能分析（总分 36 分，得 27.81 分）

1.部门计划及绩效目标（总分 6 分，得 5 分）

（1）部门计划（3 分）

①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经查阅，县民政局制定的 2021 年工作计划符合部门“三

定”方案确定的部门工作职责，包含明确的总体目标、计划

实施内容，针对主要职责职能的履行进行了计划安排，年度

工作计划明确，该项指标得 3 分。

（2）绩效目标（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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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县民政局编制的《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申报

表》，设定的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规划计划具有相关性，

目标中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绩效目

标较合理。该项指标得 1 分。

②绩效指标明确性

未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如未根据主要任务目标去设定相应的产出指标，扣 1 分。

该项指标得 1 分。

2.整体工作（总分 15 分，得 12.09 分）

根据被评价部门提供资料及抽查情况，评价组对县民政

局 2021 年度整体工作进行了要点梳理，结合实际完成情况，

评估整体工作完成率为 80.63%，该项指标得 12.09 分。具体

工作要点计划内容及实际完成情况详见附件。现将年度工作

要点完成情况简述如下：

（1）“兜底保障和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完成

情况

一是低保审批权限下放，提高审批效率。做好提标提补，

提高救助水平。坚持做到每月按时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至 765 元/人/月和 515 元/人/

月。截至 2021 年 11 月，全县有城乡低保对象 23572 户 49786

人（脱贫户中享受低保的有14835户 34536人，占比77.09%），

特困对象 2593 人（集中供养 951 人，分散供养 164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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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392 名（其中残疾孤儿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 30 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 12813 人、护理补

贴 10635 人。发放城乡低保金 2.3 亿元，特困供养金 2831.5

万元，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助金和照料护理

补贴 477.4 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1874.3 万元。二是加

强临时救助，做到应救尽救。将乡镇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从

1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同时依托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

与相关部门建立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定期开展大数据比对，

主动发现潜在返贫对象。三是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做到应保

尽保。落实了低保延退、“单人户保”政策。开展了低收入

困难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工作，扎实做好了城镇贫困

群众脱贫解困工作，构建分层分类救助制度体系。

（2）“殡葬改革”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推进殡葬设施建设与管理。计划先行择优建设 3-5

个城乡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示范点，从 2021 年始分年度

分批次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推进殡仪馆和

城市公益性生态陵园的建设用地选址。而 2021 年度仅启动

了殡仪馆搬迁和城市公益性公墓选址及项目前期工作和推

进岭背、宽田、贡江 3 个乡镇公墓和 15 个骨灰堂示范点建

设。存在殡葬设施建设成效不显，设施建设进度滞后的问题。

二是推进丧葬礼俗改革和散埋乱葬整治。推进铁路、高

速、红军小镇等道路沿线坟墓整治，巩固提升“三沿六区”

乱埋乱葬整治成果。同时开展了殡葬业价格秩序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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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沿六区”乱埋乱葬整治成果巩固与遏制等绿色殡葬

改革工作短板未有效彻底解决，散埋乱葬整治行动成效缓慢。

三是推进遗体火化。实施五项殡葬服务免费惠民政策，

减免费用 775.5 万元。火化率巩固提升压力依旧很大。

（3）“养老服务体系和乡镇养老院建设”工作完成情

况

一是 5 个乡镇敬老院建设工程。2021 年开工建设的第二

批梓山等 5 所敬老院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装修，第三批马安

等 6 所敬老院正在优化设计方案，2022 年初可开工建设。特

困失能照护机构岭背中心养老院 2021 年 5 月投入运营，接

收失能人员 100 余人。二是老年养老示范基地项目、岭背中

心养老院和至善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养老示范基地三期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正在绿化收尾、完

善消防审验，与运营方交接。至善养老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工，2022 年年初可投入试运营。三是“居家-社区-机构”

三位一体嵌入式桢爱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021 年 5 月建成运

营。四是打造多个示范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和农村互助养老

服点。建成 90 余个农村互助养老站，实施了老年人居家适

老化改造工程；全县敬老院与乡镇卫生院 100%签约了医养结

合协议，推进医养融合发展；组织开展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

赛、“最美养老院长”“最美养老护理员”评选活动，岭背

敬老院孙观云获全省“最美养老院院长”称号；同年政府出

资 43 万元为全县年满 60 周岁以上城乡特困人员、重点优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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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除前述两种对象之外的年满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办

理了意外伤害险，出资 12 万元为全县敬老院老人办理了综

合责任险。发放高龄长寿补贴 18941 人 1975 万元，养老服

务补贴及失能补贴 1630 人 91.1 万元，重度失能残疾人照护

和托养补贴 581 人 148 万元。

3.重点工作（总分 15 分，得 12 分）

（1）特困供养（4 分）

①截止于 2021 年 11 月，共发放全县乡镇特困对象 2593

人，特困供养资金共计 2831.5 万元。未完成农村特困供养

金发放人数 2800 人、城镇特困供养金发放人数 150 人的任

务目标，扣 1 分。②做到每月依照《关于做好我市 2021 年

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得通知》的发放标准进行按时发

放特困供养金。未发现违规发放、超时发放得情况，得 3 分。

综上，该项指标得 3 分。

（2）农村低保（5 分）

①截止于2021年 11月，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人数46235

人，未完成农村低保资金发放人数 48000 人，扣 1 分。②做

到每月依照《关于做好我市 2021 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

工作得通知》的发放标准进行按时发放农村低保金。未发现

违规发放、超时发放得情况。综上，该项指标得 4 分。

（3）居家养老服务建设（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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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查梓山中心敬老院项目凭证发现，其建设合同计

划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19 日，截止到 2021 年底仅完成

梓山中敬老院主体建设工程，扣 1 分。该项指标得 2 分。

（4）残疾人双项补贴（3 分）

截止于 2021 年 11 月，于都县共发放本年度残疾人“两

项补贴”1874.3 万元。通过对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相关凭证及

相关文件的翻阅，未发现不按时、不按规发放残疾人双项补

贴的情况，得 3 分。

（二）管理效率分析（总分 54 分，得 39 分）

1.预算管理（总分 24 分，得 18 分）

（1）预算编制（6 分）

①根据 2021 年度预决算报表，未将政府性基金拨款、

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纳入预算编制，部门预算收入数据

不完整，扣 1 分；②支出预算编制科学、合理，按“人员经

费按标准、日常公用经费按定额、专项经费按项目”分别编

制；③未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及其配套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

服务支出全部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扣 1 分；④三公经费

预算编制只减不增；⑤部门预算编列预算科目准确；⑥专项

业务费细化、分类填报准确；⑦编列科目、专项业务费细化

和分类填报未出错；此项指标共得 4 分。

（2）预算执行（10 分）

①2021 年初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总额为 29,326.47 万元，

调整后全年预算数为 44,324.99 万元，全年实际执行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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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4.99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得 7 分；②本年度预算

调整数为 14,998.52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51.14%，比率大于

30%，得 0 分。此项指标共得 7 分。

（3）部门决算（1 分）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按照编审要求完成了报送，编报的单

位范围和资金范围符合相关要求，此项指标得 1 分。

（4）预算公开及财务报告（2 分）

按规定内容及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编制了政府部门财

务报告，该项指标得 2 分。

（5）预算绩效管理水平（5 分）

①项目绩效目标编报质量：预算安排的所有项目支出均

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编制规范；②绩效自评工作

质量：项目支出及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覆盖率达 100%，但未按

《于都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本级预算项目和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于财字〔2021〕53 号）文

件要求格式（附件 7）进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扣 1 分。

综上，该项指标得 4 分。

2.收支管理（总分 8 分，得 8 分）

①财政拨款收入及其他收入管理符合财务规定；②部门

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未发现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情况。综上，该项指标得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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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管理（总分 6 分，得 4 分）

（1）制度完备（1.5 分）

制定了财务收支管理制度，资金拨付、使用审批程序、

手续完整；财务核算符合财经法规等相关规定，部门基础数

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对预算管理工作

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得 1.5 分。

（2）采购管理（2 分）

根据 2021 年政府采购计划及执行情况，政府采购预算

数为 0 万元，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为 14.96 万元，无预算进行

政府采购支出，得 0 分。

（3）内部控制（2.5 分）

制定了《于都县民政局机关日常管理制度（修订）》（于

民党字〔2021〕15 号），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

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制度执行到位有效；得 2.5 分。

4.资产管理（总分 4 分，得 4 分）

①资产保存完整，未发现存在因管理不当导致严重资产

损失和丢失的情况以及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出借资产行为，

资产管理较规范；得 2 分。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部

门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得 2 分。

5.成本控制（总分 12 分，得 5 分）

（1）一般性支出变动率（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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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一般性支出为 245.44 万元，2021 年度一般性支

出为 216.71 万元，一般性支出变动率为-11.70%；比率小于

0，得 5 分。

（2）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3 分）

上年度公用经费 152.31 万元，在职人数 43 人，人均公

用经费为 3.54 万元；本年度公用经费 223.75 万元，在职人

数 48 人，人均公用经费为 4.66 万元；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

为 31.60%，主要原因是：敬老院及三院建设增加。比率大于

0，得 0 分。

（3）“三公”经费变动率（4 分）

上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总额为 15.44 万元，本年度支

出总额为 15.80 万元，“三公”经费变动率为 2.29%。比率

大于 0，得 0 分。

（三）服务满意分析（总分 10 分，得 10 分）

为了解服务对象对县民政局履职的满意程度，评价组以

在线问卷的形式进行了满意度调查，通过各业务股室在乡镇

工作群内发布问卷，共计收回有效问卷 173 份。调查结果统

计为总体满意度 94.96%，得 10 分。

其中对“于都县民政局工作的总体评价”满意度为

96.53%；“县民政局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满意度为 97.11%；

“县民政局的办事效率”满意度为 93.64%；“县民政局在服

务百姓、社会保障工作方面是否满足民众保障需求”认可度

为 90.17%；“县民政局在有关政策落实及信息发布方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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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认可度为 97.11%；“县民政局在推动政务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方面是否到位”认可度为 94.80%；“部门干部的组

织作风、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纪律作风”认可度为 95.95%；

“我县民政工作方面的发展现状”认可度为 96.53%；“县民

政局在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意见，掌握真实准确情况方

面是否到位”认可度为 93.06%。

此外，问卷参与者提出了“建议多加强实质性的工作调

查研究，特别是享受低保人群中的人是否都是按照政策？有

无人情关系的情况？”以及“多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见”的

意见和建议。

五、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建议

（一）主要问题

1.费用归集不准确

2021 年 1 月 60#，付 1 月登记处临时工工资和乡镇民政

事务派遣工资 37500 元；2021 年 6 月 25#，付 6 月婚姻登记

处、救助站劳务派遣人员工资 27500 元；两笔费用均从“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预算科目中列支。未见任意相关材料

能够佐证两笔费用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项目有关，费用

归集不够准确。

2021 年 10 月 49#，付 10 月殡改执法人员工资、救助站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 30000 元，其中 10000 元从“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资金”预算科目列支，20000 元“殡葬执法人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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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科目列支。工资表中含办公室人员工资 2500 元、门卫

工资 5000 元。

2.“三公”经费管理不够规范

经抽查，发现 2021 年支付以往年度公务接待费共计

18116 元，存在报销跨年度以及报销附件不齐的问题。明细

如下：

①2021 年 1 月 23#，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908 元，

报销内容为 2020 年 8 月 12 日接待省民政局学校午餐。

②2021 年 4月 11#，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1754 元，

其中付 2020 年 5 月 15 日接待长三角商会中餐 890 元、晚餐

864 元，接待事由为“来局商洽养老服务”。仅电话函，未

按要求补齐正式公函。

③2021 年 4月 40#，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1178 元，

其中付 2020 年 9 月 15 日接待安远县民政局、会昌县民政局

晚餐 1178 元。

④2021 年 4 月 45#，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2580 元，

其中付2020年 6月 23日接待上海商会6人中晚餐费用1788

元（商务接待审批表中 300 元/人标准），仅电话函，未按

要求补齐正式公函；付 2020 年 10 月 10 日接待福建艺术收

藏协会 5 人中餐 792 元。两笔招待费列支商务接待费科目。

⑤2021 年 4月 29#，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2034 元，

其中付 2020 年 1 月 16 日接待市城镇脱贫解困办晚餐 1256

元；付 2020 年 10 月 22 日接待市城镇脱贫解困办午餐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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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⑥2021 年 12 月 23#，付三笔接待来县投资考察餐费共

计 7308 元，列支其他接待费科目。其中，付桐乡艾菲服饰

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接待 6 人中晚餐费共计 3053 元，

付桐乡宏博服饰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3日接待 6人中晚餐

费共计 2643 元，付桐乡澳源鹿服饰公司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接待 5 人中晚餐费共计 1612 元。三次公务接待均未在定点

酒店用餐，无公务接待审批表。

⑦2021 年 12 月 23#，付两笔接待浙江艾菲服饰有限公

司的招商引资餐费共 1473 元，列支公务接待费科目。其中，

付 2018 年 4 月 21 日接待 6 人餐费 1209 元，付 2019 年 8 月

4 日接待 4 人餐费 964 元。按陪同最高 3 人测算，两次餐费

的人均用餐金额分别为 134.33 元、137.71 元。两次公务接

待均未在定点酒店用餐，无公务接待审批表。

⑧2021 年 12 月 90#，付 2020 年公务接待费共计 1673

元，其中付 2020 年 7 月 24 日接待兴国县民政局晚餐 384 元，

付 2020 年 9 月 19 日接待寻乌县爱心服务协会晚餐 1289 元。

3.政府采购存在“无预算支出”

根据 2021 年政府采购计划及执行情况，政府采购预算

数为 0 万元，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为 14.96 万元，无预算进行

政府采购支出。

（二）有关建议

1.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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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大对相关业务人员的培训，

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此外，建议项目预

算支出编制时，应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首先应按照有关规

定足额安排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从机制上保障不挤占项目

资金；其次统筹安排项目支出，在编制项目支出时，严格审

核其项目的合法性、真实性、必要性。

2.加强经费管理

一是部门（单位）加强行政运行经费管理，明确反映业

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和支出水平，严格控制业务招待费支出，

二是财政部门加强对业务招待费列支的管理和监督。

3.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应坚持“应编尽编、规范编制、同

步编制”的原则，将所有财政性资金来源的购买性支出项目

全部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编报范围，逐一明确项目的具体名称、

数量、预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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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清单

1.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以

及《2021 年度工作要点计划完成情况对比表》

2. 部门承诺书、绩效评价工作底稿；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表》、《项目绩效目标表》；

4. “三定”方案、财政批复 2021 年度预算的通知；

5. 2021 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6. 2021 年度部门整体工作、重点工作相关佐证材料；

7. 2021 年度预决算报告及附表、部门财务报告；

8. 部门内部管理制度；

9. 现场抽查的财务资料；

10. 满意度调查问卷；

11.其他绩效评价资料



于都县民政局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履职效能
（36分）

部门计划及
绩效目标
（6分）

部门计划
（3分）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3分）

①工作计划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部门工作职责；②工作计划包含明确的总体目标、计
划实施内容、责任主体相关内容；③工作计划是否针对部门全部职能的履行进行了计划安排。每项
达到目标值得1分，若无工作计划，此项不得分。

3 3

绩效目标
（3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1分）

①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职能、规划计划是否具有相关性；②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
绩水平。每项达到目标值得0.5分。

1 1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①是否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1分）；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0.5分）；③是否与部门年度工作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0.5分）。每项达到目
标值计相应分值，若无绩效指标表，不得分。

2 1

未将年度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

根据主要任务目标设定相

应产出指标，扣1分

整体工作
（15分）

整体工作完成率
（15分）

整体工作完成率
（15分）

是否按计划完成年度所有工作要点及任务，依据实际完成情况评估各项计划任务完成率，得出整体
工作完成率；得分=整体工作完成率×15分。

15 12.09
评估整体工作完成率为

80.63%，得12.09分；详见

附件《对比表》

重点工作
（15分）

特困供养
（4分）

城乡特困供养资金人
数发放率
（1分）

①是否完成农村特困供养金发放人数2800人；②是否完成城镇特困供养金发放人数150人；每项达
到目标值得0.5分。

1 0 未完成计划人数

城乡特困供养资金发
放合格率
（2分）

是否依照《关于做好我市2021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得通知》的发放标准进行发放，每发现
一处不合格扣1分，直至0分。

2 2

城乡特困供养资金发
放及时率
（1分）

是否做到每月按时发放，是则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1

农村低保
（5分）

农村低保人数发放率
（1分）

是否完成农村低保资金发放人数48000人，是则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0 未完成计划人数

农村低保资金发放合
格率

（3分）

是否依照《关于做好我市2021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得通知》的发放标准进行发放，每发现
一处不合格扣1分，直至0分。

3 3

农村低保资金发放及
时率

（1分）
是否做到每月按时发放，是则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1

居家养老服务建设
（3分）

敬老院计划建设完成
率

（3分）
是否按计划进度完成当年度敬老院建设，每发现一处未及时完成的，扣1分，直至0分。 3 2

通过抽查梓山中心敬老院

项目凭证发现，其建设合

同计划竣工日期为2021年

12月19日，截止到2021年

底仅完成梓山中敬老院主

体建设工程，扣1分。

残疾人双项补贴
（3分）

残疾人双项补贴资金
发放合格率
（3分）

每月是否按时按规发放残疾人双项补贴，每发现一处不合规，扣1分，直至0分。 3 3

管理效率
（54分）

预算管理
（24分）

预算编制
（6分）

预算编制完整性
（4分）

①部门预算收入中，除公共预算拨款外，政府性基金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
入、上年结转等收入数据是否完整；②支出预算编制是否科学，是否是按“人员经费按标准、日常
公用经费按定额、专项经费按项目”分别编制。③是否所有财政性资金及其配套资金采购货物、工
程和服务支出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④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只减不增。每项达到目标值得1分。

4 2

未将政府性基金拨款、其

他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纳

入预算编制，部门预算收

入数据不完整，扣1分；未

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及其配

套资金采购货物、工程和

服务支出全部纳入政府采

购预算编制，扣1分

预算编制准确性
（2分）

①部门预算编列预算科目是否准确；②专项业务费细化、分类填报是否准确；③编列科目、专项业
务费细化和分类填报是否出错。全部符合得满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直至0分。

2 2

预算执行
（10分）

预算执行率
（7分）

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95%的，得满分；完成率小于等
于85%的，得0分；完成率在95%-85%之间的，按公式计算得分。其中，预算执行数为部门（单位）
本年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支出数；预算数为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单位）预算支出数。

7 7

预算调整率
（3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得分=指标实际完成值×3。预算调整数：部门在本年
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
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比率等于0，得满分；比率在0%-10%之间的，得1分；
比率在10%-20%之间的，得1分；比率在20%-30%之间的，得0.5分；比率大于30%，得0分。

3 0
预算调整率为51.14%，扣3

分

部门决算
（1分）

部门决算编报质量
（1分）

①是否按照相关编审要求报送；②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范围和资金范围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每项达
到目标值得0.5分。

1 1

预算公开及财务报
告

（2分）

预决算信息公开
性（1分）

①是否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②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每项达到目标值得0.5分
。

1 1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
（1分）

按文件规定编制了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得1分。 1 1

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5分）

项目绩效目标
编报质量
（2分）

①2021年度县本级预算安排的所有项目支出均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计1分，否则不计分；②项目
绩效目标编制规范性（如绩效目标细化量化程度、绩效指标科学合理程度等），规范计1分，否则
不计分。

2 2

绩效自评工作质量（3
分）

①项目支出及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覆盖率100%，计1分，否则不计分；②是否按文件规定内容及要求
进行绩效自评报告的撰写及报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1分，直至扣完2分。

3 2
未按要求格式进行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扣1分

收支管理
（8分）

收入管理
（2分）

收入管理规范性
（2分）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管理是否符合
财务规定。达到目标值得2分。

2 2

支出管理
（6分）

支出管理规范性
（6分）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
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论证；④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情况。全部符合得满分，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2分，直至0分。

6 6

财务管理
（6分）

制度完备（1.5分）
财务管理制度完备性

（1.5分）

①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是否有比较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②财务核算符合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及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③部门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能否
对预算管理工作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每项达到目标值得0.5分。

1.5 1.5

采购管理
（2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
（2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得分=指标实际完成值×2。如无
预算进行政府采购支出，此项得0分。

2 0
无预算进行政府采购支

出，扣2分

内部控制（2.5分）
内控制度有效性

（2.5分）

①预算业务控制：单位是否建立健全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决算与评价等预算内部管理制度；②
收支业务控制：单位是否建立健全收入、支出内部管理制度；③政府采购业务控制：单位是否建立
健全政府采购预算与计划管理、政府采购活动管理、验收管理等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④资产控
制：单位是否建立健全资产内部管理制度；上述每项达到目标值得0.5分。⑤上述内部控制管理制
度是否执行到位有效。达到目标值得0.5分。

2.5 2.5

资产管理
（4分）

规范管理
（2分）

资产管理规范性
（2分）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发生严重资产损失和丢失
的情况；②是否存在超标准配置资产；③资产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出借资
产行为；④资产处置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不按要求进行报批或资产不公开处置行为。达到目标值得
0.5分。

2 2

有效使用
（2分）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2分）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部门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得分=指标
实际完成值×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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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
（12分）

机构运转成本调控
（12分）

一般性支出变动率
（5分）

一般性支出变动率=[（本年度一般性支出-上年度一般性支出）/上年度一般性支出]×100%；比率
小于等于0，得5分；比率大于0，得0分。
注：一般性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除手续费、专用材料费、专用燃料费、工会经费、福利费、税
金及附加及记入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科目之外的商品服务支出，加上办公设备、公务用车、其他交通
工具等资本性支出。

5 5

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
（3分）

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人均公用经费总额-上年度人均公用经费总额）/上年度人均公用经
费总额×100%。比率小于等于0，得3分；比率大于0，得0分。

3 0 变动率31.60%，扣3分

“三公”经费变动率
（4分）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 /上年度“三公”
经费总额]×100%。比率小于等于0，得4分；比率大于0，得0分。

4 0 变动率2.29%，扣4分

服务对象
满意

（10分）

服务对象满
意（1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1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
满意度（10分）

满意度100%-90%（含）得10分，90%-80%（含）得8分，80%-60%（含）得5分，满意度低于60%不得
分。

10 10

减分项
监督检查、
审计发现的

问题

监督检查、审计中
发现的问题

监督检查、审计中发
现的问题

在县级以上组织的监督检查、巡视审计中发现2021年度部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或项目绩效目标
未达成的，一个问题扣1分，不重复扣分。

总分 100 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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