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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

评价年度：2021年度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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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共青团改革要求，加强青联工作交流；

保证团市委人员配置，保障团市委全年工作的正常运转；加强共

青团网络宣传和新媒体工作,聘用1名专职新媒体编辑人员、开展

系列网络宣传新媒体工作；开展评选项目，宣传一批志愿服务典

型组织和人物，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开展“河小青”

志愿活动，自主垃圾分类建设美好家园；从严治团充分运用党建

带团建，打造强有力的生力军队伍；完善“两新”团组织“三个

百分百”摸底排查建设；打造“青年之家”；建设团属组织优秀

示范点；延续“湛团聚”青年联谊活动；青少年社区矫正，引领

青少年思想行为意识；持续“青春情暖”系列活动；开展青年博

士论坛，为湛江增强文化软实力。

资金预算说明：1、团委年中会议8万元；2、订报、杂志等

费用7万元；3、电子公文交换系统、网站管理2万元；4、湛团

聚、青春情暖等团委品牌系列活动5万元；5、团委内部运转所需

办公费用20万；6、干部职工，包含劳务派遣人员、实习生、挂

职干部等的劳务工资、生活补贴费用、差旅等费用50万;7、青马

工程培训15万；8、社区矫正5万；9、青年之家5万；10、其他

运转费用13万。

（二）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总体绩效目标：保障我委各项改革要求落到实处。

阶段绩效目标：保障我委日常工作开展，维持团市委内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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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并持续全年。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委成立的绩效自评小组针对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

费）的使用情况进行自评。评价指标体系参照中心财政评价指标，

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两个部分。结合年初工作计划的资金预

算分配情况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

我委及时组织由陈科全副书记为组长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由办公室牵头，各部室配合，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绩

效评价各项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绩效自评工作任务。财务人

员根据2021年度年终决算情况和工作总结，梳理分析2021年预

算执行情况，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为部门绩效自评做好准备。

三、绩效自评结果

通过本次自评，本单位在2021预算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较好，预算安排的项目均已按时按量完成；各项绩效目

标完成履行单位职责，总体评分为97.87分，分数等级为优。

四、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我委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项

目，年初预算投入200万元，财政局批复预算安排130万，实际

到位资金130万，财政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我委全部按计划用于

维持日常工作。

2.资金执行情况。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使用内容 2021年资金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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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 维持日常工作运转办公费用 201,890.39

市本级 全委会、青联、述职、少先队导师团、五四等会议费 59,214.13

市本级 书报杂志 13,099.68

市本级 湛团聚活动费用 11,010.48

市本级 慰问活动 8,820.30

市本级 网站管理、防火墙费用 4,168.00

市本级 青年职业大赛活动费用 102,444.00

市本级 差旅费 31,473.90

市本级 劳务费（合同工工资） 260,628.84

市本级 两帮两促公益学位服务费 220,010.30

市本级 实习生、挂职干部补贴 146,227.73

市本级 办公分摊物业管理费 36,269.75

市本级 租赁费（挂职干部房屋、租车） 17,995.50

市本级 青马工程培训费 112,145.00

市本级 红色儿童剧目展演 50,000.00

市本级 创文工作经费 12,602.00

市本级 青年之家 12,000.00

合计 1,300,000.00

3.资金管理情况。

我委已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并遵照制度要求执行。开展活动

或经费拨付使用，均须事前申请，经书记会（书记办公会）讨论



5

通过，方可进一步实施活动流程，最后核查单据进行报销。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共青团网络宣传和新媒体工作“湛江青年”微信公众号粉丝

量达到26.83万，发布各类推文210多篇；开展评选项目，宣传

一批志愿服务典型组织和人物，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开展“河小青”志愿活动，组建全市志愿者两万余名；开展学校

青马工程培训，传承红色基因；超额完成“两新”团组织团建；

打造“青年之家”2个（霞山区、金沙湾书城）；"湛团聚"青年

联谊活动3场；青少年社区矫正由培力机构协助完成；开展青年

思想深调研活动等。

项目名称 指标值 产出数量 完成时间

新媒体宣传工

作

“湛江青年”公众号粉丝数 26.83万人 2021.12.25

三类会议 会议场次 5场 2021.12.25

青年文明号 省级预备集体个数 11个 2021.12.25

河小青志愿服

务

志愿者人数 2万余人 2021.12.25

从严治团 “两新”组织团建覆盖率 100.00% 2021.12.25

青年之家 成立挂牌个数 2个 2021.12.25

湛团聚 参加人数 200人 2021.12.25

慰问活动 慰问场次 7场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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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团市委工作经费的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有两方面：

1、保障我委日常办公正常运转。2、确保微信公众号、“i”

志愿系统、OA系统正常运转。产生效益是提高了我委工作效率、

加大了团组织活动的宣传力度。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我委带动各级团组织开展各县（市、区）的有序开展共青团

工作，获得群众的支持，社会满意度较高。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通过本年度项目绩效评价，主要经验是要借鉴往年工作经验，

充分考虑当前以及预测未来年度内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契机，才

能更好地做好活动项目的预算，并将其充分执行到位。

发现存在的问题是该项项目属于整个单位全年统筹性工作项

目，用于维持日常工作运转，无法具体细化量化绩效指标。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是近年整个社会处于疫情的影响下，无

法按期按量开展项目活动，导致项目实施未能充分按照预期情况

执行。

六、改进意见

根据部门绩效评价文件要求，项目资金使用大于等于100万

的单个项目需要单独进行绩效评价，因本单位的此项超100万的

项目属于部门全年统筹工作，主要用于维持本单位日常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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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项目支出，建议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除规定项目金额以外，

需同时结合项目类型以及项目内容进行综合考虑，使得项目绩效

评价更有切实可行与监督性。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委及时组织绩效自评工作小组，针对超过100万的项目单

独进行项目绩效自评，将自评材料于2022年5月20日报送财政

局并于我单位自有网站进行公开。我单位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

性、完整性、一致性、规范性负责，所报送的自评报告、数据表、

评分表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致。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金额单位：万元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 评价年度 2021年 评价金额 130

主管部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含手机） 邓星星 15322258411 联系邮箱 tzjsw@163.com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含手机） 邓星星 15322258411 联系邮箱 tzjsw@163.com

实施文件依据

支出主要内容 保障我委日常工作开展，维持团市委内部基本活动并持续全年。

资金安排
和使用情

况

本次评价资
金来源

预算安排 实际分配下达
实际到位

（项目单位）
实际支出

（项目单位支出）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期初预算
数

预算调整/调剂
金额

实际预算
数

市本级
转移支付
至县区

市本级 县区
市本级支

出
县区支出

合计 130 0 130 130 0 130 0 130 0
问题： 
1.
2.
......
改进措施：
1.
2.
......

市财政资金 130 0 130 130 0 130 0 130 0

省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资
金

其他资金

mailto:tzjsw@163.com
mailto:tzjsw@163.com


项目管理
情况

立项情况
（包含概算
调整情况）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政府采购情
况

问题： 
1.
2.
......
改进措施：
1.
2.
......

项目管理制
度文件

验收情况

是否完工 完工时间 是否验收 验收时间

验收文件
及文号

评价年度
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综述 实际完成情况 是否如期
实现预期
目标：  
是      
□√     
部分实现
□     
否      
□

保障我委各项改革要求落到实处。 保障我委日常工作开展，维持团市委内部基本活动并持续全年。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名称 预期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目标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三类会议 5次 5次 无

指标2：慰问活动 5场 7场 无

质量指标
指标1：“两新”组织团建覆盖率 95% 100% 无

指标2：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25日前 2021年12月25日前 无

指标2：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

指标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保障我委各项团组织工作正
常开展

运行情况良好 运行情况良好 无

指标2：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

指标2：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1：

指标2：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1：群众满意度 ＞90% ＞90% 无

指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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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项目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项目名称：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合计 100 100 100 100 97.87

决策 18

项目立项 4 论证决策 4 论证充分性 4

反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

门职责，项目设立是否经过科学决策等规范程序。

1.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属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得1分；                                                        

2.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调查工作总结等材料的 ,或经过集体会议

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且有文字材料，得2分；                            

3.按规定程序申请设立项目，得1分。                                         

根据以上评价要点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                                       

不涉及项目立项 4

目标设置 8

目标完整

性
4

目标申报 2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是否按要求申报预算绩效目标 。

按要求申报预算绩效目标得2分，未申报不得分。如属于未要求申报预算绩

效目标项目，未申报预算绩效目标但设定了其他工作任务目标的得 2分，且

“目标设置”的其他指标对其他工作任务目标进行考核 。

已按要求申报绩效目

标
2

完整性 2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完整性 。

绩效目标的各项要素填报是否完整规范、内容是否清晰明确，是否能反映

财政支出的主要情况，是否对财政支出预期产出和效益进行充分 、恰当的

描述，是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 、质量、成本指

标，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绩效目标完整应填尽

填
2

目标科学

性
4

合理性 2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与项目实施的相关性 。

绩效目标是否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与预算资金规模是

否匹配，绩效指标是否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

和效益指标，指标值设置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绩效目标设置符合项

目内容
2

可衡量性 2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可衡量性 。

是否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是否细化和量化，

难以量化的，定性描述是否充分、具体，指标值是否可比较或可评定，据

此核定分数。

绩效目标细化可评定 2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 4
预算编制

科学性
4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1.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

标准编制，是否存在较大幅度预算调整/调剂或预决算差异过大情况，分值

3分，其中关于预算调整或调剂：非统一政策原因发生的预算调整或调剂比

例大于0小于10%的扣0.5分，10%（含）—20%的扣1分，20%（含）—50%扣2

分，50%及以上的扣3分；                                                 

2.是否按要求做实做细项目库，1分；                                

根据以上评价要点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                                    

已按要求列入项目

库，不涉及预算调整
4

资金分配 2
资金分配

合理性
2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1.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符合相关管理办法,依据是否充

分，1分；

2.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补助对象实际是否相适应，是否

有助于绩效目标的实现，1分；                                        

根据以上评价要点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  

项目资金由市本级统

筹使用，不涉及分配

转移支付

2

第 1 页



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项目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项目名称：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过程 22

资金管理 14

资金到位 5

资金到位率  3 反映项目资金的到位比率和到位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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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依据“资金到位率*指标分值（3分）”计算得分。同时综合考虑资金

紧张、工作进度，以及项目单位是否履行支付手续而影响资金到位率等因

素适当调整最后得分。属主管部门原因、原因不明或所附依据及文字说明

不充分的不得随意调整。

资 金 到 位 率 =

（ 130/130 ）

×100%*3=3

3

资金到位及时

性
2

主要依据“实际及时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额*指标分值（2分）”计

算得分。同时综合考虑资金紧张、工作进度，以及项目单位是否履行支付

手续而影响资金到位及时性等因素适当调整最后得分 。属主管部门原因、

原因不明或所附依据及文字说明不充分的不得随意调整 。

资 金 到 位 及 时 性 =

（ 130/130 ）

×100%*2=2

2

资金支付 5

预算执行率

（截止2021年

12月31日）

5

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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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评价资金截止2021年12月31日的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计算得分。

预算执行率=

（130/130）

×100%*5=5

5

资金使用

规范性
4 支出规范性 4 反映资金支出和会计核算的规范性。

主要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

1.预算执行的合规性2分，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

得满分，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以

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到0分。      

2.会计核算规范性2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

算，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的，视具体情况扣分。

预算执行的合规，会

计核算规范
4

组织实施 8

实施程序 4 程序规范性 4 反映项目实施过程是否规范,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下述各项要求未达到酌情扣分：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且合法、合规、完整，1

分；

2.编制了完善的项目实施方案或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调整履行报批手续，1

分；

3.按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如组织设计、招投标、建设、政府采购、国库

集中支付、验收等，2分；

无立项项目 4

管理情况 2 监管有效性 2 反映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对项目管理的有效性 。

1.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管理单位建立有效管理机制 ，且执行情况良好

得1分，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并核定分数 。                

2.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如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

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1分；否则，视

情况扣分。

无立项项目 2

绩效管理 2
绩效自评规范

性
2 反映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自评材料报送时间0.5分。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得0.5分，超出报送时间不

得分；

2.自评材料质量1分。报送质量根据报送内容、盖章、装订情况评分；

3.公开情况0.5分。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得1分，未公开或超出规定时间公开

不得分。公开内容与报送内容有不符，发现一处扣0.2分，扣完0.5分为止

。

按规定时间、质量报

送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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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项目单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湛江市委员会

项目名称：团市委工作经费（改革工作经费）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说明 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说明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

产出 30

经济性 8

预算控制 5 预算控制 5
反映预算执行进度与项目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 ，实际支

出是否超过预算计划。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

计划的，得满分；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的，或者支出未能保障事项相应完成

进度的，酌情扣分。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

计划
5

成本控制 3
成本节约（成

本指标）
3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

项目实施的成本控制。

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施的

成本（包括工程造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围的（如

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大致相符的）得满分；成本不合理的（如明显高于

或低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的）酌情扣分。

3

效率性 22

完成进度

22

（数量指标—

个性指标）

22

反映项目实际实施（完成）的有关数量指标。

根据评价对象设置具体指标名称和分数权重 ，数量指标、时效指标及质量

指标之间各分值应相对均衡（一般平均分数7分），同时具体各明细指标分

数的设置应合理增加核心指标分数权重。其中项目出现安全事故的质量指

标得0分。

7

（时效指标—

个性指标）
反映项目按计划时间实施情况。 7

完成质量
（质量指标—

个性指标）
反映项目实施（完成）的质量等情况。 8

效益 30

效果性 25

经济效益

20

（个性指标）

20
 根据项目性质，评价对象设置目标时选择的效益指标进行评分

。可以为多项效益指标，也可以为单项效益指标。

根据评价对象选择效果性指标，相应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重，并合理增

加核心指标分数权重。按照设定的个性化效益指标实际值与目标值比较评

分。

保障我委各项团组织

工作正常开展
18社会效益 （个性指标）

生态效益 （个性指标）

可持续发

展
5 （个性指标） 5

反映项目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

等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因素，以及项目实施对人、环境、资源

是否带来可持续发展。

  根据评价对象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重 。若未设置相关指标，也参考： 

1.项目实施的各项软硬件设施管理维护完好得 3分；

2.项目实施有利于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有后续的管理措施或

机构人员得2分。

3.若材料中未进行可持续发展分析，基本分为5分，再从项目本身考虑项目

的可持续能力，从基本分扣除。

项目不涉及可持续发

展
5

公平性 5 满意度 5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意

度——个性指

标）

5
反映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满意度：

表示满意的服务对象数/项目覆盖范围内接受调查的对象总数

根据评价对象设置指标名称和分数权重 ，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一般

按照“满意度*指标分值”计算得分。项目实施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纠纷、

诉讼、信访、上访甚至违法犯罪的，酌情扣分，情节严重的该指标得0分。

97.49/100*5=4.873 4.87

说明：得分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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