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于都2021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权重值 评价分 备注

决策
（20分）

项目立项
（10分）

立项依据充
分性
（5分）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2.与部门
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
职所需；3.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4.未
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
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
况。

评价要点：
①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
和政策要求；
③ 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
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 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専权支出责
任划分原则；
⑤ 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
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5 5

立项程序规
范性
（5分）

1.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2.审批文件、材料合规
性；3.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充、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規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
② 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
③ 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充、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 集体决策。

5 5

绩效目标
（5分）

绩效目标合
理性
（3分）

1.强化前期工作和项目管
理；2.预防和及时发现纠正
项目管理、资金使用、资金
监督等方面问题；3.促进和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
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①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 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
否具有相关性；
③ 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
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 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相匹配。

3 3

绩效指标明
确性
（2分）

1.强化项目管理；2.发现问
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
改，整改率100%；3.促进和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确保
资金发挥效益。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 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
③ 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
相对应。

2 0
项目主管部门没有将绩效目标细
化成相关绩效指标，不够明确、
可衡量，扣2分

项目资金投
入（5分）

预算编制科
学性
（3分）

1.预算编制科学论证；2.预
算内容与项目内容配；3.预
算额度测算依据；4.预算确
定的项目经额与工作任务相
匹配。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 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 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
否按标准编制；
④ 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3 3

资金分配合
理性
（2分）

1.资金分配依据；2.资金分
配与项目绩效目标内容相一
致：3.分配结果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评价要点：
①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 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
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2 2

过程
（15分）

资金管理
（10分）

资金到位率
（2分）

1.预算资金；2.实际到位资
金。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
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
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2 2

预算执行率
（5分）

实际支出资金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
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5 2

项目申请到位资金1026万元，通
过各乡（镇）社区提供的2021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项目支出
明细表统计得出，项目共计实际
支出资金380.9万元，预算资金
执行率37.12%。扣3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3分）

1.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财务管理制度以水利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2 
资金的拨付审批程序和手
续；3支付资金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和合同规定的用途；4.
资金使用合规、合法。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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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
定的用途；
④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

3 0

1.在抽查贡江镇所给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所广告制作清单以及支
付情况资料时，发现：没有与于
都旷视广告工作室签订的合同。
在支付给于都旷视广告工作室
38873.6元的款项时，没有相应
的支付凭证。在支付给于都旷视
广告工作室30065元的款项时，
缺少8630元（包含所给材料不清
晰）的对应制作清单。在支付给
于都旷视广告工作室35570元的

管理制度健
全性
（1分）

1.制定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
制度；2制度具体相应的业务
管理制度；3财务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4业务管理制度
合法合规完整。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用以反映和考核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
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
②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
合规、完整。

1 1



组织实施
（5分）

制度执行有
效性
（4分）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
管理规定；
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
续；
3.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
地设备、信息支撑。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
理规定；
②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
备；
③ 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
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 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4 2

1.在抽查贡江镇人民政府与于都
县雩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
装修提升贡江镇各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合同时，共发现以下几个
问题:没有写明合同的签署时间
以及合同内容的执行时间,缺乏
乙方具体责任的说明，如需要完
成的内容数量、质量要求。缺少
可操作性的处罚条款，若发生违
约行为，没有可以实施的处罚方
案，如处罚金额。
2.经抽查贡江镇人民政府与赣州
风乎舞雩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XXXX年X月X日签订《合同书》
对各村新时代实践站进行装修提
升、上墙制作、党建建设零星工
程167,037.56元，缺少合同工期
时间、违约责任追究可操作性、
签订合同时间等合同要素。扣2
分

产出
（40分）

产出数量
（15分）

实际完成率
（15分)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和文明实
践活动；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数量；初步设计检查数量；现场抽查
数量；

15 15

抽查长征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记录表：常态化开展“点单
”活动，每月不少于20次。每完
成一次“点单活动都要规范评单
”，缺少打卡记录及相关佐证材
料。2022年3月9日长征源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魅力女性趣
味活动人员30人，2022年5月7日
开展“浓浓饺子香，情暖母亲节
”为主题的志愿者活动20人，
2022年8月19日开展“慰问退伍
军人”志愿者服务活动10人，经
比较实际参加活动人数少于规定
的参加活动人员少于50人的要求
。扣2分

产出质量
(15分）

质量达标率
（15分）

39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达标情况；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
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
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
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
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15 10

根据《关于于都县2021年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建设情况的情
报通知》（于文明实践办字
[2022]1号）附件于都县各乡镇
完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统计
表显示：
仙下乡应完成合格18个村
（居），验收合格17个村
（居），需完善1个村（居）；
岭背镇应完成合格26个村
（居），验收合格22个村
（居），不合格3个村（居），
需完善1个村（居）；
梓山镇应完成合格26个村
（居），验收合格22个村
（居），不合格2个村（居），
未建2个村（居）；
葛坳乡应完成合格23个村
（居），验收合格10个村
（居），不合格8个村（居）：
未建5个村（居）；
禾丰镇应完成合格25个村
（居），验收合格4个村
（居），不合格1个村（居），
未建20个村（居）；
银坑镇应完成合格28个村
（居），验收合格3个村
（居），不合格1个村（居）：
需完善6个村（居）:未建18个村
（居）；
罗江乡应完成合格15个村
（居），验收合格13个村
（居），不合格1个村（居）：
未建1个村（居）：

产出时效(5
分）

完成及时性
(5分）

39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验收
情况；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
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
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
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

5 3
于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未
在规定时间内全部验收合格。扣
2分

产出成本
（5分）

成本节约率
(5分）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资金
使用情况；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
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
。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
、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际所耗费
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
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一般以项目预
算为参考。

5 5

效益
（25分）

项目效益
（25分）

社会效益
（15分）

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等。 15 15

满意度（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管理部门、社会公众、服务对象
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满意率平均达90％以上（含90％），
得满分；每减少1%，减1分；满意率
平均达80％以下不得分。

10 9
服务对象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满
意度为89%。扣1分

总分 100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