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 年度）

部门名称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保障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发放

目标2：保障机关工作办公正常运转

目标3：履行政府工作职责，专项资金金做到专项专用，有序有效保障驻外办事处人员经费，完成每年市“两会”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和编辑印发年度《郑
州市情概览》。继续加强整合全市热线资源升级政府热线12345平台，打造功能完善、体系健全、独具特色的全新服务型政府形象窗口。保障我市政府门户网
站集约化建设平台持续平稳、安全、高效、规范运行，并引入第三方检测评估机制对我市政府网站建设更新维护和有效监测评估。有力保障《政府公报》编
发，做到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指导工作，服务社会。做好协调服务保障，确保机关内部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资金

合计 其中：财政资金 备注

任务1 人员经费 3600.4 3600.4 2020年人员工资及社保测算数

任务2 公用运转支出 1436.3 1436.3 单位运转财政拨款控制数

任务3 专项资金 3300.8 3300.9 保证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履职效能
工作目标
管理情况

目标依据充分性 充分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的
依据是否充分；内容是
否合法、合规。

工作目标合理性 合理
部门设立的工作目标是
否明确、具体、清晰和
可衡量。

目标管理有效性 有效
部门是否有完整的目标
管理机制以保障工作目
标有效落地。

履职效能

整体工作完
成

总体工作完成率 ≧97%
反映部门年度总体工作
完成情况

总体工作完成率=部门年度工作要点已完成的数量/部门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总数
量。



履职效能

重点工作履
行

整合全市热线资源升级
政府热线12345平台工作
完成率

≧90%
反映本部门负责的重点
工作进展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相关情况应予以细化、量化表述。1、
市长热线外包服务费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发放，按照合同每半年为周期结算支
付一次。2、市大数据局已完成7层设计并启动招投标程序，待大数据局完成整
层建筑安装后市长热线平台二期立即进场装修建设。

《政府公报》编发按时
发行率

100% 《政府公报》每期编发5400本，每期约145页。

部门目标实
现

人员经费保障实现率 100%

反映本部门制定的年度
工作目标达成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达成情况，相关情况应予以细化、量化表述
。机关运转保障实现率 100%

项目目标完成实现率 ≧90%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整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制
完整性和提前细化情况

。

①收入预算编制是否足额，是否将所有部门预算收入全部编入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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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细化率 100% 专项资金细化率=（部门已细化分配的专项资金/部门专项资金合计）×100%。

预算执行率 100%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执行
情况、调整程度和控制
结转结余资金的努力程
度。

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预算数）×100%。
其中，预算完成数指部门本年度实际执行的预算数；预算数指财政部门批复的
本年度部门的预算数。

预算调整率 5%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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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转结余变动率 20%
结转结余变动率=[（本年度累计结转结余资金总额-上年度累计结转结余资金总
额）/上年度累计结转结余资金总额]×100%。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部门决算编报质量 良好
反映本部门决算工作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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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库管理完整性 95%
反映本部门项目库建设
情况。

项目库管理完整性=（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总额-未纳入项目库预算项目资金
额）/年度预算安排项目资金总额×100%。

国库集中支付合规性 100%
反映部门预算国库集中
支付合规性。

国库集中支付合规性=（年度部门预算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总额-国库集中支付监
控系统拦截资金额）/年度部门预算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总额×100%。

收支管理

收入管理规范性 规范
反映部门收入管理和收
入结构的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及其
他收入管理是否符合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管理效率

收支管理

支出管理规范性 规范
反映部门支出管理和支
出结构的情况。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及相关制度办法的有关规
定。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备性 完整

反映部门相关财务管理
规范性和执行有效性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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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核算是否符合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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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账户管理规范性 规范
财政专户的资金是否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是否存在隐
瞒、滞留、截留、挪用和坐支等情况。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采购的程序和流程；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务卡结算相
关制度和规定；
②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
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内控制度有效性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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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建设项目控制：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与建设项目
相关的议事决策机制、审核机制等；
⑥合同控制：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合同内部管理制度。
⑦上述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否执行到位有效。

管理效率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反映部门对资产管理和
利用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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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86%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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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资产闲置率=（闲置资产总额/部门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基础管理
信息化建设成效 显著 反映为保障整体工作和

重点工作实施的基础管
理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为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所采取的基础管理工作，相关情况应
予以细化、量化表述。管理制度建设成效 显著



运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效

在职人员经费变动率 ≦10%
反映部门对在职及离退
休人员成本的控制程度
。

计算公式：
①在职人员经费变动率=[（本年度在职人员经费-上年度在职人员经费） /上年
度在职人员经费]×100%。
②离退休人员经费变动率=[（本年度离退休人员经费-上年度离退休人员经费） 
/上年度离退休人员经费]×100%。

离退休人员经费变动率 ≦10%

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 ≦10%

反映部门对控制和压缩
重点行政成本的努力程
度。

计算公式：
①人均公用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人均公用经费-上年度人均公用经费） /上年
度人均公用经费]×100%。
人均公用经费：年度在职人员公用经费实际支出数/年度实际在职人数。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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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厉行节约变动率=[（本年度厉行节约总额-上年度厉行节约总额） /上年度厉
行节约总额]×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10%

厉行节约支出变动率 ≧10%

总体成本节约率 ≧10%
成本节约率= 成本节约额 / 总预算支出额×100%。（成本节约额 = 总预算支
出额 - 实际支出额 ）

服务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
群众满意度 ≧95% 反映普通用户和对口部

门对部门服务的满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用百分比衡量。

对口部门满意度 ≧90%

利益相关方
满意

企业满意度 ≧90%
反映相关企业、社会组
织和行业协会对部门行
政审批、管理服务、参
与公共服务情况的满意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用百分比衡量。

社会组织满意度 ≧90%

可持续性

体制机制改
革情况

相关机构之间的配合联
动

协同 反映本部门体制机制改
革对部门可持续发展的
支撑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体制机制改革情况。
体质机制运行的效率效
能

高效

创新能力
制度创新持续性 持续 反映本部门创新事项对

部门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情况

分项具体列示本部门创新事项情况。

人才支撑

培训计划执行率 100%

反映人才培养、教育培
训和人才比重情况。

参加培训人员实际参训率。高级职称人才比重=高级职称人才数量÷单位实有人
数×100%。

实际参训率 ≧90%

硕士和博士人才数量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