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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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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l 名称 藤 ハ 当 邦州市銃汁局

年度恵体

目林

目林1::「次
｀

晏熙塁£5量

'″

顔汁工作,碗保銃it数据真実准碗、完整及吋,防疱和怨治銃it造仮、

目林2:深化重点頷域銃II‐ 改革,建立健全高反量友展引早机制、地区生声患値核算、健全数字径済及

“三新"銃it調査、完善録色友展、生恣文明等坪介指林体系等重点改革任努。

目林3:高反量完成重大国情国力普査和各項常規凋査。

友布、普査工作恵結与表彰、普査数据分析研究工作 ;

倣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的処理、坪借与

精心狙須実施各行立各頷域常規銃汁凋査。

目林4:筑牢銃it法治根基加張対銃it達法企並依法逆行行政処罰,按要求公示銃it行政処罰信息,推

劫市、具丙象仇法力量建没

目林5:分実銃汁基晨基硼建没,全面落実 《河南省省銃汁局美子汰真落実 “両今工作規疱"切実加張

銃汁基Fll工作的意見》。実現銃汁調査全流程的制度化、程序化、規疱化,碗保 “数出有源、数出有据

年度主要

任努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預算資金 (万元 )

合汁 其中:財政資金 各注

任勢 1

狙須飯尋和跡凋指尋

全市統汁工作,碗保銃

it数据真美准碗、完

整及吋 ,防疱和懲治
外→+浩偶ヽ翼薦/41鶴

1532.28 1532.28 人員経費,含高退体経費

任努2

高反量完成各項常規

調査。深化重点頷域

銃it改革,建立健全

高庚量友展引早机制
、地区生産忌値核算
、 “三新"銃汁調査

、緑色友展及生本文
H日 笙,立″卜拠七訂未玄竺

570.62 570.62 込特経費

任努3

倣好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査数据的処理、浮

倍均友布、普査工作

恵結埼表彰、普査数
牌小好評牢T稚

300 300 項目経費

一級指標 二鍛指標 三級指粽 指標値 指標解経 指標説明

履駅数能
工作目林

管理情況

目林依据充分性 100%

部|]没立的工作目

林的依据是否充

分:内容是否合法

《邦州市統if局

駅能配畳内没机杓和人員編制規定》銃it

局 “二定"方実 (2019年 )    _

工作目林合理性 100%

部 11没立的工作 目

林是否明碗、具体
、浩晰和可衡量。

各項統汁法葎1法規、国努院文件、市政

府文件、 《統it法》、 《河南省銃it条例
ヽ国分 f2019)24号 、 《人口普査条例》

目林管理有数性 95%

部11是 否有完整的

目林管理机制以保

障工作目林有数落

地。

《河南省2019年年扱和2020年定期扱表制

度》 《邦州市部「]銃it数据扱告制度》 《

邦州市銃汁局美子印友〈邦州市銃汁造仮

寺項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邦統 (2019

)40号 )、 《邦州市落実 “両今工作規疱

"実施方案》 《邦州市多鎮象政府銃it基

硼工作規疱坪分林准》 《邦州市統it局美

千公升公平公正申核決定銃汁数据哲行亦
注  ヽ ″数 ,卜‖帝然

=■
日つn,1年 唐叡 r■ T44・



―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象指標 指標値 指禄解群 指標説明

履取数能

整体工作完

成

息体工作完成率
反映部「]年度患体
工作完成情堀

恵体工作完成率=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己完
成的数量/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恵数量

牽共単位工作完成率 100%

反映承接年度息体

工作的各牽共単位
工作完成情況。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努的牽共単位

制定的工作要点是否涵蓋所要承接的重点

工作。工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己完成的数
暑/T稚車占T稚五新暑^

重点工作履

行

建立健全高庚量友展

引尋机制、地区生声

恵値核算、 “三新"

銃il調査、緑色友展

及生杏文明等坪介指
娠株琢竺舌占詭市存

95%

反映本部11負 責的

重点工作逃展情況

倣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后数工作,《邦

州市落共 “丙今工作規疱"実施方案》、

《邦州市多鎮象政府銃it基硼工作規疱坪

分析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

数据的処理、坪倍与

友布、普査工作忌錯

ち表彰、普査数据分
揺謂牢T作 1+tll申 甫

100%

精心狙須実施各行立

各飯域常規銃it凋査
汁サ|1申 戯墜

部l]目 林共

現

狙須頷早和跡凋指尋

全市銃it工作,碗保統

it数据真実准碗、完

整及吋,防疱和懲治
年1+浩偶、工市作偶

95%

反映本部|]制 定的

年度工作目林迭成

情況。

1、 遺一歩筑牢銃it法治根基。印友 《邦

州市銃it局美子印友国家銃it督察情況反

債意見整改工作方案》。

2、 不断秀実基層基硼提高数据辰量。貫

御市委、市政府 《美子加張新吋代高辰量

銃il工作的意見》力Jrl手 ,全面落実 《河

南省多鎮象政府統it基硼工作規疱 (拭

行)》 、 《河南省省銃‖
―
局夫千汰真落実

“両今工作規疱"切実加張銃it基砧工作

的意兄》。 3、 倣好銃it

盟測和分析研≠J,全面提升統it服努水平

。倣好GDP突破万4ZI后的城市友展路径分

析,対しヒ先遊城市、中心城市、同委城市

経済友展径唸,深入径済友展路径研究 ,

力頷尋決策提供参考依据。

4、 まし実倣好 “七人普"后数工作。倣好

普査数据的処理、主要数据ツE息 、坪倍-5~

友布、普査資料的編印埼下友、普査成果

深題的招林、普査工作恵結与表彰、普査

方法的技木立努息錆、数据処理工作恵鮎

及対普査数据分析研究等工作,碗保全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后銭任努高林准完成

深化重点飯域銃il改

革,建立健全高庚量

友展引尋机制、地区

生声恵値核算、完善

緑色友展、生恣文明

等坪倫指林体系 “三

新"銃it凋査、録色
舎屋竺舌占詩古存匁

倣好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査数据的処理、澤

倍与友布、普査工作

忌鮎埼表彰、普査数
輝ハ軒評牢T/41 ttTロ

秀実銃汁基展基硼建

没,実現銃it調査全

流程的制度化、程序

化、規疱化,碗保 “
獅中右痛、精中右堀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編制完整性和提前

劉化情況。

①牧入預算編制是否足額,是否格所有部

11預算収入全部編入牧入預算:

②支出預算編制是否科学,是否是按人員
径費按林准、日常公用経費技定額、寺項
然弟妹輛日本コ1猟由|

寺項資金綱化率 100%
寺項資金綱化率=(部 11己細化分配的寺
項資金/部 ,1寺 項資金合i■ )× 100%。

預算執行率 95%

反映部l]年度預算

拭行情況、調整程

度和控制姑鶉姑余

資金的努力程度。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数/預算数 )

×100%。

其中,預算完成数指部 |]本年度実豚執行
的 術 省 粘 .布 管 粘 静 Πナ詩 叡「¬丼レ信 的 大 生

預算調整率 10%

預算調整率=(預算調整数/預算数 )

×100%。

預算凋整数:部 11在本年度内渉及預算的

追加、追減或猪杓調整的資金恵和 (因落
壺園蒙詩告、常生バ面締力 1舛 鍬ド■市

姑橋結余交劫率
錆特錆余交効率=[(本年度累it結鶉結余

資金忌額―上年度累il‐ 結轄結余資金息
姉 ヽ /卜 生 慮 里1+粂携 彙 茶 盗 仝 崚

ヽ
ヽ



―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鍛指禄 指標値 指粽解群 指禄説明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部「]決算編扱庚量 100%
反映本部i]決算工

作情況。

①是否按照相美編申要求扱送;

②部11決算編扱的単位疱園和資金疱日是
杏符 合 相羊 喜 求 ^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 100%
反映本部i]項 目庫

建没情況。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年度預算安引卜項目

資金息額―未納入項目庫預算項目資金
師 ヽ /生慮 輌 鷲 学 劇L獅 日盗 合 点獅 × 100%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 100%
反映部11預算国庫

集中支付合規性。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年度部i]預算資

金国庫集中支付恵額一国庫集中支付盗控

系銃桂裁資金額 )/年度部 i]預算資金国
産生中サイ十改節 ×100欽 ^

1欠支管理

牧入管理規疱性 100%

反映部ill欠入管理

和1文入結杓的情況

財政抜款 1欠入、事並牧入、上象ネト助 1文入

、附属単位上数収入、変菅1欠入及其他牧
λ管理具杏符谷車 レヾ重待財各1l ml的右姜

支出管理規茫性
反映部|]支 出管理

「
Elt出 錆 納 的 倍 押

基本支出和項 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並単

侍財各抑 ‖乃相美常1慮 赤法的有美畑定。

財努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的完各

性
95%

反映部|]相美財勢

管理規疱性和執行

有数性的情況。

①資金的抜付和使用是否有しヒ較完整的申

批程序和手数 :

②財努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財径法規和財勢

管理制度及寺項資金管理有美規定:

③部I]基砧数据信息和会it信息資料的真

実性、完整性、准碗性,能否対預算管理

工作起到彼好的支樺作用。

銀行敗戸管理規疱性 100%

財政寺戸的資金是否按照国庫集中1文 数的

有夫規定及吋足額上数,是否存在隠臓、

滞留、裁留、初

`用

和坐支等情況。

政府来殉執行率 100%

①資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采賄的程序和流

程:資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各十姑算相美制

度和規定 :

②政府来殉執行率=(実豚政府采殉金額/

政府来殉預算数)× 100%;

政府采賄預算:来殉机美根据事立友展it

剣和行政任努編制的、井姪述規定程序批

准的年度政府采殉if剣 。

内控制度有数性 95%

①預算立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預算

編制、申批、執行、決算均坪倫等預算内

部管理制度 :

②牧支立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牧入

、支出内部管理制度 :

③政府采賄並勢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

政府来賄預算与it支 J管理、政府来賄活劫

管理、輸1文管理等政府采賄内部管理制

度:

④資声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資声内部

管理制度:

⑤建没項目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建没

項目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与建没項目相美

的洪事決策机制、市核机制等 :

⑥合同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合同内部

―級指禄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指標値 指粽解群 指標説明

資声管理

資声管理規池性 95%

反映部11対 資声管

理和利用方面的情

況。

①資声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対固定資

声逃行清査,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友生声重

資声損失和去失的情況 ;

②是否存在超林准配畳資声:

③資声使用是否規疱,是否存在未径批准

膚量iltti堡彙i[阜』舜隻奮按要求



ヽ

管理数率
部11固 定資声利用率 100%

汁算公式 :

部I]固定資声利用率=(部 11共 隊在用固

定資声忌額/部 I]所有固定資声忌額 )

×100%或 資声因畳率=(閑畳資声恵額/部
r■ 晰右 闇 中 盗 書 煮師 ヽ × 100繁

基硼管理

信息化建没成数 90%

反映力保障整体工

作和重点工作実施

的基砧管理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力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

所釆取的基拙管理工作,相夫情況庇予以

劉化、量化表述。1、 《邦州市銃汁局工

作手冊》、依托邦州 “城市大脳"建没。

2、 邦州市経済社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努

平台升通上銭。          __

管理制度建没成数

送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数

在取人員経費交劫率 5%

反映部l]対在取及

高退体人員成本的

控制程度。

it算公式:

①在取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在取人

員経費―上年度在駅人員経費)/上年度

在取人員経費]X100%。

②高退休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高退

休人員姪費―上年度萬退休人員経費)/
卜生南宮恨休人品外密l x looO/。 ^

高退休人員経費交劫

率
5%

人均公用経費交劫率 10%

反映部1耐控制和

圧縮重点行政成本

的努力程度。

i「算公式 :

①人均公用径費交功率=[(本年度人均公

用経費―上年度人均公用経費)/上年度

人均公用姪費]× 100%。

人均公用経費:年度在駅人員公用経費実

豚支出数/年度実際在駅人数。

② “三公径費"交効率=[(本年度 “三公

経費"忌額―上年度 “三公経費"恵額 )

/卜年度 “三公外費"意額1× 100%。

“三公経費"交功率 20 00%

房行市豹支出交劫率 5%

恵体成本市豹率 5%

成本市釣率=成本市豹額 /忌預算支出

額×100%。 (成本市豹額 =忌預算支出

額 ―共豚支出額 )

一吸指栃 二級指禄 三級指林 指粽値 指禄解群 指標説明

服分満意

限努対象満是

群金満意度 85% 反映普通用声和対
口部l]対部l]服勢

的満意度

数据一般通達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対口部|]満 意度 85%

利益相美方

満意

企立満点度 85% 反映相美企並、社

会狙奴和行立跡会

対部11行政申批、

管理服努、参与公

共服努情況的満意

数据一般通達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社会多1須満意度 85%

監督部l]満

意
タト部監督部「J満意度 2%

反映外部監督部「1

対部「]依法行政情
源的騰音南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凋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

可持数性

体制机制改

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 1 元
反映本部11体制机

制改革対部11可持
ιキ4)日 出t楔争1彗・/m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11体制机制改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2 元

CJ新能力

重点含J新事項1:建立

健全高頑量友展引早
細告‖舛1+

90% 反映本部,1創新事

項対部11可持銭友

展的支祥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i]創新事項情況。工作

完成情況
重点C」新事項2: “三
新 ″ 舛 キ+淵杏

80%

人オ支樺

高層次飯軍人オ数量
反映人オ培弄、教
育培洲和人オじヒ重
情況。

高級取称人オしヒ重=高象取称人オ数量÷

単位共有人数×100%。

培り汁支」仇行率 95%

高微駅称人オじヒ重 1%

碩士和博士人オ数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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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整体須敷

2021

目林申扱表

年度 )

部 | 名満(そ ノ 邦州市銃汁局数据管理中心

年度恵体

目林

易雲』増電整鋸孝曳島″廷'指銃汁信息声域回和局域同、防火培和防病毒体系建没管理鍵榜,保 IIE同

目林2:負 責数据采集及数据処 平台it算机技木支持,咲圏宣報和根表系銃正常這行。

目林3:人 口普査数据処理技木支持和指早,《邦州市径済社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努平台》項目的墾銭

目林4:負責同絡、it算机没各賄畳及更新,机房没各鍵ナ、修理、安全込行。

年度主要

任努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預算資金 (万元 )

合it 其中:財政資金 各注

任勢1

1.負 責銃it倍息声

域同和局域日、数

据采集及数据処理

平合、咲同宣報和

報表系統安全稔定

送行。2.机房没各
雄lCl 尊茶櫻待

139.03 139.03 人員経費,合高退休姪費

任券2

1.負 責人口普査数

据処理技木支持和

指尋。2.《邦州市

径済社会友展大数
堀卑告日;各平会ゝ

18.145 18. 145 送特経費

―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指禄値 指椿解轟 指標説明

履取数能
工作目祢

管理情況

目林依据充分性 100%

部|]没立的工作目

林的依据是否充

分;内容是否合法
谷 1『 _

《美千建立邦州市銃itttit算中心的批隻

》 (邦編 (2002)43号 )、 《美千邦州市

統it局汁算中心更名力美千邦州市統it局

新堀管理中
`r、

的lll毎》 (部編 (2010〕 78

工作目1/1N合理性

部i]没立的工作 目

林是否明碗、具体
、浩晰和可衛量。

《銃汁法》 《全国人口普査条例》、 《全

国径済普査条例》2018年 、 《全国衣並普

“

革4`力 |ゝ ,0161E

目林管理有妓性 95%
部l]是否有完整的

目林管理机制以保
嗜T在 日緑右析落

《邦州市銃it局 2021年 度部11工作目林考

核和今人年度考核実施方案》

―級指標 二鍛指標 三級指標 指粽値 指禄解群 指禄悦明

履取数能

整体工作完

成

息体工作完成率 100%
反映部|]年度忌体

工作完成情況

忌体工作完成率=部 il年度工作要点己完

成的数量/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息数量

牽共単位工作完成

率
100%

反映承接年度恵体

工作的各牽共単位

工作完成情況。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努的牽共単位

制定的工作要点是否涵益所要承接的重点

工作。工作完成率三工作要点己完成的数

量/工作要点工作恵数量。

重点工作履
行

人 口普査数据処理

希犬す梓禾目指早常
95%

反映本部 |]負 責的

董 占T作 1井 屋倍猾.

碗保邦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処理
お 犬 サ 簿 /El指早 ^

部|]目 林実

現

銃汁信息声域同和

局域同、数据采集

及数据処理平台、

朕同宣扱和扱表系
舛尊仝籍中伝待壺

95%
反映本部11制 定的

年度工作目林迭成

情況。

保IIEttit信息声域日和局域日、数据采集

及数据処理平台、咲同宣扱和扱表系銃安

全穏定送行。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編制完整性和提前

劉化情況。

①l欠入預算編制是否足額,是否格所有部

|]預算牧入全部編入llk入預算:

②支出預算編制是否科学,是否是按人員

経費按林准、日常公用経費按定額、寺項
外姜粋蒟日小勁貶自告‖̂

寺項資金劉化率 100%
寺項資金鯛化率=(部 l]己劉化分配的寺

飯姿金/部「]寺項資金合if)× 100%。

預算執行率 95%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執行情況、調整程

度和控制結轄結余

資金的努力程度。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数/預算数 )

×100%。

其中,預算完成数指部il本年度実際執行

的預算数:預算数指財政部l]批夏的本年

度部11的預算数。

預算調整率

預算凋整率=(預算調整数/預算数 )

×100%。

預算調整数:部 11在本年度内渉及預算的

追加、追減或結杓調整的資金息和 (因落

共国家政策、友生不可抗力、上奴部|]或

本扱党委政府幅吋交亦而声生的調整除

姑特結余交劫率

結橋結余交劫率=[(本年度累it結装錆余

資金息額―上年度累it結轄姑余資金恵

額)/上年度累汁結橋結余資金恵

―鍛指標 二級指粽 三級指標 指標値 指標解経 指標説明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部l]決算編扱庚量
反映本部l]決算工

作情況。

①是否按照相美編申要求扱送:

②部11決算編扱的単位疱国和資金疱圏是
不 舛 杏 相 羊 車 ☆ ^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
反映本部l]項 目庫

建没情況。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年度預算安引卜項目

資金忌額―未納入項目庫預算項目資金

額)/年度預算安llI項 目資金息額×100%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

性

反映部11預算国庫

集中支付合規性。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年度部I]預算資

金国庫集中支付恵額一国庫集中支付監控

系統撞裁資金額)/年度部l]預算資金国
産生中す付崚獅×100%^

llt支管理

1欠入管理規疱性

反映部111文入管理

和1欠入結杓的情況

財政抜款1欠入、事並牧入、上級ネト助1文 入

、附属単位上数1文入、経菅llk入及其他lll

入管理是否符合事並単位財努卿 J的有美

支出管理規疱性 95%
反映部11支 出管理

和支出結杓的情況
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立単

位財努捌 1及相夫制度亦法的有美規定。

財努管理

財各管理制度的完

各性
95%

反映部11相美財各

管理規疱性和執行

有数性的情況。

①資金的抜付和使用是否有しヒ校完整的申

批程序和手数 :

②財努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財径法規和財努

管理制度及寺項資金管理有大規定;

③部11基砧数据信息和会it信息資料的真

実性、完整性、准碗性,能否対預算管理

工作起到彼好的支禅作用。

銀行敗戸管理規疱

性
100%

財政寺戸的資金是否按照国庫集中1交数的

有美規定及吋足額上数,是否存在隠臓、

滞留、裁留、拐F用和坐支等情況。

政府采殉執行率

①資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来賄的程序和流

程;資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努十結算相美制

度和規定 :

②政府采賄執行率=(実際政府来殉金額/

政府来殉預算数)× 100%:

政府来殉預算 :采殉机美根据事立友展if

剣和行政任分編制的、井径道規定程序批

准的年度政府来殉汁支J。

・
ヽ

・
　

、

、



内控制度有数性 90%

①預算立努齢 1:単位是否建立健全預算

編制、申批、執行、決算与坪枡等預算内

部管理制度:

②lll支立分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llk入

、支出内部管理制度 :

③政府釆殉並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

政府采賄預算埼it丸 J管理、政府采賄活動

管理、輸牧管理等政府采賄内部管理制

度:

④資声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資声内部

管理制度 :

⑤建没項目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建没

項目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埼建没項目相美

的波事決策机制、申核机制等 :

⑥合同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合同内部

一級指標 二鍛指禄 三級指標 指林値 指禄解構 指標説明

管理数率

資声管理

資声管理規疱性 95%

反映部|]対 資声管

理和利用方面的情

況。

①資声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対固定資

声遊行清査,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友生芦重

資声損失和去失的情況:

②是否存在超林准配畳資声 ;

③資声使用是否規疱,是否存在未径批准

檀自出租、出借資声行力 :

④資声姓畳是否規疱,是否存在不按要求
,上 各 」口引ル●サZζ ず2フにノヽ Irr i卜 電百夕亭導3

部

'1固

定資声利用

率
100%

汁算公式 :

部 |]固 定資声利用率三(部 11実 際在用固

定資声忌額/部 |]所有固定資声急額 )

×100%或 資声閑畳率=(閑畳資声忌額/部

r]所右閣壼洛吉点獅 )× 100%

基砧管理

信息化建没成数 90%

反映力保障整体工

作和重点工作実施

的基硼管理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力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

所来取的基硼管理工作,相美情況庇予以

劉化、量化表述。1、 《邦州市銃it局工

作手朋》、依托邦州 “城市大脳"建没。

2、 邦州市径済社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分

平合升通上銭。        ____

管理制度建没成数

送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数

在取人員経費交功

率
5%

反映部l]対在取及

高退休人員成本的

控制程度。

it算公式:

①在取人員経費交効率=[(本年度在駅人

員径費―上年度在取人員経費)/上年度

在取人員経費]× 100%。

②萬退休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高退

休人員経費―上年度萬退休人員姪費)/
卜生唐童損株 人吊然力]× loO%^

高退体人員経費交

効率

人均公用経費交劫

率
10%

反映部|]対控制和

圧縮重点行政成本

的努力程度。

it算公式:

①人均公用経費交劫率=[(本年度人均公

用経費―上年度人均公用経費)/上年度

人均公用経費]× 100%。

人均公用径費:年度在取人員公用経費実

際支出数/年度実隊在双人数。

② “三公経費"交劫率=[(本年度 “三公

経費"息額―上年度 “三公径費"恵額)

/上年度 “三公姪費"息額]× 100%。

③房行市釣交効率二[(本年度房行市豹忌

額―上年度房行市豹恵額)/上年度房行

市豹忌額]× 100%。

膚舞見晃児理曇光彙響
立奨ネト資金預算

“三公径費"交劫 0.00%

房行市釣支出交劫

率

忌体成本市釣率 5%

成本市豹率=成本市豹額 /息預算支出

額 X100%。 (成本市釣額 三息預算支出

額 ―実際支出額 )

―鍛指粽 二級指粽 三級指標 指標値 指標解群 指粽説明

群余満意度 85% 反映普通用声和対

々
プ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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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分満意

服努対象満
対「1部 11満 意度 85%

口部11対 部11服努

的満意度

叡循
~版週運 1可 香調食旧力式状付,用 日

分しヒ衡量。

利益相夫方

満意

企」ン満意度 85% 反映相美企立、社

会狙須和行立跡会

対部11行政申批、

管理服努、参与公

共服努情況的満意

数据一般通道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社会狙鉄満意度 85%

監督部11満

意

夕椰 監督部 r」 満意

度
85%

反映外部監督部 |]

対部|]依法行政情
源的満煮席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

可持鉄性

体制机制改

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 1 元 反映本部i]体制机

市1改革対部|]可持

狭友展的支樺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体制机制改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2 元

含」新能力

《邦州 lli多済社会

友浸大数据決策服
各平合》律投■成

80%
反映本部|]CJ新事

項対部 11可持数友
厖的寺糧惜押.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11念J新事項情況。工作

完成情況

人オ支樟

高層次飯軍人オ数 0
反映人オ培界、教

育培切1和人オじヒ重

情況。

高象取称人オしヒ重=高象取称人オ数量÷

単位共有人数×100%。
培り|lif丸 J執行率 95%

高須取称人オじヒ重 0%

碩士和博士人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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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郭日整体須数

[(    2021

目林申扱表

年度 )

部 | 場
4

ト 邦州市銃it局普査中心

年度恵体

目林

淋 調 劉奴外済凸搭等我 重大的国情国力、市情市力的周 規性普査

猾 量金タ
タ
Z常性調査,鍵伊更新基本単位名景庫;祢助微好銃汁地理信息系銃建没、更新

年度主要

任努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預算資金 (万元 )

合it 其中:財政資金 各注

任努 1

1.負責基本単位名

景庫的劫恣鍵抄工

作。2.“ 一套表 "

単位的申核、上根
。3.経済功能区入
F飴ム)●OJ旨 |ク  ト

205.43 205.43 人員経費,含高退休経費

任勢2

1.負 責人口普査后

期等工作;整理、

編輯、提供妹合性

普査資料。2.銃等

規模企並入庫申扱

相夫工作,使迭到
66由 ナロ基/■ 蘭/ヽ、|レ

32.49 32.49 這特径費

一級指標 二級指粽 三級指禄 指粽値 指標解轟 指禄説明

履駅数能
工作目林

管理情況

目林依据充分性 100%

部|]没立的工作目

林的依据是否充

分;内容是否合法

、合規。

《美子建立邦州市統it局普査中心的批夏

》 榔 編 (2002)45号 )、 《美子邦州市

銃汁局普査中心増加編制的通知》 (邦編

(2005)71号 )、 《夫千邦州市銃if局普

査中心接受2007年度軍轄干部増加事並編

制的通知》 (邦編 (2008)117号 )

工作目林合理性 100%
部l]没立的工作目

林是否明碗、具体
浩 晰 和 雨 衡 暑 ^

《統汁法》 《全国人口普査条例》、 《全

国経済普査条例》2018年、 《全国衣並普

杏条 4111》 知164F

目林管理有数性 95%

部|]是否有完整的

目林管理机制以保

障工作目林有数落
lHl_

《美千倣好2020年年度和2021年 月度凋査

単位申核碗汰工作的通知》 (邦銃亦 (

2020)80号 )、 《邦州市統it局2021年 度
叡 r■ T稚 日燎考核禾]本 人年慮考核主怖方

―級指栃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指標値 指栃解経 指標説明

履駅数能

整体工作完

成

恵体工作完成率 100%
反映部)]年度息体

工作完成情況

忌体工作完成率=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己完

成的数量/部

'1年

度工作要点工作忌数量

牽共単位工作完成

率
100%

反映承接年度恵体

工作的各牽共単位
工作完成情呪。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努的牽共単位

制定的工作要点是否涵蓋所要承接的重点

工作。工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己完成的数

量/工作要点工作忌数量。

重点工作履
行

基本単位名最岸的

劫本狩沖T作京成

反映本部 l]負 責的
舌占T佐排屋惜猾

基本単位名景庫的功恣鍵抄工作

部11目 林実

現

“一套表 "及経済

功能区調査単位上

澪材料宙核 i雨 村糞

85%
反映本部11制定的

年度工作目林迭成
倍押 _

“一套表 "及経済功能区調査単位須反申

批材料根送和申扱系銃填扱 ,碗保申核通

1寸 2●津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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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編制完整性和提前

劉化情況。

①llk入預算編制是否足額,是否格所有部
「1預算1文入全部編入llk入預算 :

②支出預算編制是否科学,是否是按人員
経費按林准、日常公用経費按定額、寺項
然弟津誦日本コ1猟由|

寺項資金劉化率 100%
寺項資金劉化率=(部 |]己細化分配的青
項資金/部「]寺項姿金合汁)× 100%。

預算執行率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執行情況、調整程

度和控制結特結余

資金的努力程度。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数/預算数 )

×100%。

其中,預算完成数指部l]本年度実隊執行

的預算数:預算数指財政部l]批夏的本年

度部|]的預算数。

預算調整率

預算調整率=(預算調整数/預算数 )

×100%。

預算調整数:部 11在本年度内渉及預算的

追加、追減或姑拘調整的資金恵和 (因落

実国家政策、友生不可抗力、上致部|]或

本象党委政府崎吋交亦而声生的調整除

結特結余交劫率

鮎特結余交劫率=[(本年度累it結轄結余

資金忌額―上年度累it結鶉結余資金息

額)/上年度累it姑特結余資金息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鍛指粽 指標値 指禄解轟 指標説明

管理妓率

預算管理

部「]決算編扱庚量 100%
反映本部|]決算工

作情況。

Э是否按照相美編申要求扱送:

②部l]決算編扱的単位疱曰和資金疱曰是
否 符 合 相 羊 暮 犬 ^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 100%
反映本部|]項 目庫

建没情況。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年度預算安‖卜項目

資金息額―未納入項目庫預算項目資金

額)/年度預算安‖卜項目資金忌額×100%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

性
100%

反映部|]預算国庫

集中支付合規性。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年度部|]預算資

金国庫集中支付息額一国庫集中支付盟控

系統桂裁資金額)/年度部I]預算資金国
産生中サ朴員節×loo鉄 ^

収支管理

1文入管理規疱性 100%

反映部「]牧入管理

和牧入結杓的情況

財政抜款牧入、事並牧入、上級ネト助1交入
、附属単位上数牧人、多菅1文 入及其他1文

入管理是否符合事立単位財分規興1的有美

支出管理規疱性
反映部「1支 出管理

和支出結杓的情況
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並単

位財勢規只J及相美制度亦法的有美規定。

財努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的完

各性
95%

反映部 l]相美財努

管理規疱性和執行

有数性的情況。

①資金的披付和使用是否有しヒ校完整的申
批程序和手数 :

②財努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財径法規和財努
管理制度及寺項資金管理有美規定:

③部l]基拙数据信息和会il信息資料的真
実性、完整性、准碗性,能否対預算管理
工作起到根好的支禅作用。

銀行敗声管理規疱
性

100%
財政寺戸的資金是否按照国庫集中牧数的

有美規定及吋足額上微,是否存在隠臓、

滞留、裁留、拐F用和坐支等情況。

政府采賄執行率 90%

①資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来賄的程序和流
程;資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努十姑算相美制
度和規定 :

②政府来殉執行率=(実体政府采殉金額/

政府来殉預算数)× 100%:

政府釆殉預算 :采殉机美根据事立友展汁

支J和行政任努編制的、井径述規定程序批

准的年度政府来殉it支 J。



内控制度有数性 90%

①預算立努控制「 単位是否建立健全預算

編制、申批、執行、決算埼坪倫等預算内

部管理制度:

②収支立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牧入

、支出内部管理制度 :

③政府来賄並勢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

政府采殉預算均it支 J管理、政府来賄活劫

管理、輸lll管理等政府来殉内部管理制

度 ;

―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指禄値 指標解群 指標説明

管理放率

資声管理

資声管理規疱性 90%

反映部11対 資声管

理和利用方面的情

況。

①資声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対固定資

声遊行清査,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友生晋重

資声損失和云失的情況 :

②是否存在超林准配畳資声 :

③資声使用是否規疱,是否存在未径批准

檀自出租、出借資声行力:

④資声赴畳是否規疱,是否存在不按要求
liL各」口〕

"齢
盗 立 τT(ハ 1目はカト署 ′=Fヽ _

部|]固 定資声利用

率
100%

it算公式 :

部11固 定資声利用率=(部 l]実 際在用固

定資声恵額/部 ,1所有固定資声息額 )

×100%或 資声閑畳率=(因畳資声忌額/部
f■ 晰右 間 中 盗 声 点節 ヽ × 100%

基硼管理

信息化建没成数 90%

反映力保障整体工

作和重点工作実施

的基拙管理情況。

作和重点工作

所来取的基拙管理工作,相美情呪庇予以

劉化、量化表述。1、 《邦州市統it局工

作手朋》、依托邦州 “城市大脳"建没。

2、 邦州市経済社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各

平台升通上銭。

管理制度建没成数 90%

送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数

在取人員経費交劫

率
反映部11対在取及

高退体人員成本的

控制程度。

汁算公式:

①在取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在駅人

員経費―上年度在取人員径費)/上年度

在取人員経費]× 100%。

②高違休人員経費交効率=[(本年度高退

休人員経費―上年度高退体人員径費)/
卜年慮菌根休人吊外蕎1× 100%。 ____

萬退体人員経費交

劫率
5%

人均公用経費交劫

率
10%

反映部l]対控制和

圧縮重点行政成本

的努力程度。

汁算公式 :

①人均公用経費交劫率=[(本年度人均公

用径費―上年度人均公用経費)/上年度

人均公用姪費]× 100%。

人均公用経費:年度在駅人員公用径費実

際支出数/年度共豚在取人数。

② “三公経費"交効率二[(本年度 “三公

経費"忌額―上年度 “三公径費"忌額 )

/上年度 “三公径費"忌額]× 100%。

“三公径費"交劫 0 00%

房行市豹支出交劫

率
5%

息体成本市釣率 5%

成本市豹率=成本市釣額 /忌預算支出

額×100%。 (成本市豹額 =恵預算支出

額 ―共隊支出額 )

一級指粽 二鍋指粽 三級指標 指標値 指標解群 指栃説明

群森満意度 85% 反映普通用戸和対 新 輝 一 颯 涵 計 湘 業 1日 本 歯 十 ギ 本 //E 田 百



0 、

服努満意

勢対象満
刑口部「1満薫度 85%

口部l]対部l]服努
分しヒ衡量。

利益相美方

満意

/「K並満意度 85% 反映相美企立、社
会狙須和行並跡会
対部l]行政申批、

管理服努、参与公
共服多情況的満意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凋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社会狙奴満意度 85%

監督部l]満

意

タト剤
`監

督部11満 意

I支
85%

反映外部監督部11

対部l]依法行政情
猾的満音唐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

可持鉄性

体制机制改

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1 元
反映本部「]体制机
制改革対部|]可持
婦舎屋歯十措,陸 ツロ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l]体制机制改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2 元

Cll新能力
邦洛新自主Cll新 区

邦州片区入区単位
宙膨涌村求

80%
反映本部「]創新事

項対部「1可持数友
展的す糧倍源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1含J新事項情況。工作
完成情況

人オ支樟

高層次飯軍人オ数
反映人オ培弄、教
育培切1和人オレヒ重
情況。

高象駅称人オじヒ重=高象駅称人オ数量÷

単位共有人数×100%。

培り|lif丸」執行率 95%

高象取称人オじヒ重 0%

碩士和博士人オ数



―級指標 二級指粽 三級指椋 指標値 指標解群 指粽説明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部11決算編扱疲量
反映本部|]決算工作

情況。

①是否按照相夫編常要求扱送:

②部11決算編扱的単位疱曰和資金疱曰是否符
合 相 姜 戦 .           ___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
反映部|]預算国庫集

中支付合規性。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年度部l]預算資金国

庫集中支付恵額一国庫集中支付盗控系統桂裁

資金額)/年度部 |]預算資金国庫集中支付恵

1女支管理

1欠入管理規疱性 100%
反映部 111文入管理和

牧入結杓的情況。

財政抜款牧人、事立牧入、上吸ネト助牧人、附

属単位上数1文入、径菅牧入及其他牧入管理是

支出管理規疱性
反映部I]支出管理和

支出結杓的情況。

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立単位財

勢規只J及相美制度亦法的有大規定。

財各管理

財各管理制度的完各性 95%

反映部 |]相 美財勢管

理規疱性和執行有数

性的情況。

①資金的抜付和使用是否有比較完整的申批程

序和手銭;

②財努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財姪法規和財秀管理

制度及寺項資金管理有美規定;

③部|]基拙数据信息和会it信息資料的真実性

、完整性、准碗性,能否対預算管理工作起到

銀行敗声管理規疱性

財政寺声的資金是否按照国庫集中牧数的有美

規定及吋足額上数,是否存在隠睛、滞留、裁

留、拐「用和坐支等情況。

政府釆賄執行率

①資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釆賄的程序和流程 :

資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各十結算相美制度和規

定 ;

②政府采賄執行率=(実隊政府釆賄金額/政府

来賄預算数 )× 100%;

政府采賄預算:采殉机美根据事並友展it剣和

行政任各編制的、井径述規定程序批准的年度

内控制度有数性

①預算立努齢 1:単位是否建立健全預算編制

、申批、執行、決算与坪倫等預算内部管理制

度 ;

②l女支立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1文入、支

出内部管理制度 ;

③政府采殉立勢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政府

采殉預算与汁剣管理、政府来賄活劫管理、輸

牧管理等政府采賄内部管理制度 ;

④資声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資声内部管理

制度 :

⑤建没項目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建没項目

内部管理制度,包括均建没項目相美的決事決

策机制、市核机制等 :

⑥合同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合同内部管理

制度。

管理数率

資声管理

資声管理規疱性 95%

反映部11対資声管理

和利用方面的情況。

①資声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対固定資声避

行清査,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友生晋重資声損失

和去失的情況:

②是否存在超林准配畳資声 ;

③資声使用是否規疱,是否存在未径批准檀自

出租、出借資声行力:

④資声赴畳是否規疱,是否存在不按要求避行

部 I]固 定資声利用率

it算 公式 :

部「]固定資声利用率=(部 |]実際在用固定資

声恵額/部 |]所有固定資声恵額 )× 100%或 資

声困畳率=(困 畳資声恵額/部 I]所有固定資声

′ほ創〔)× 100%

基拙管理

信息化建没成数
反映力保障整体工作

和重点工作実施的基

拙管理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力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所采

取的基砧管理工作,相美情況庇予以編化、量

化表述。1、 《邦州市統I「 局工作手朋》、依

托邦州 “城市大脳"建没。2、 邦州市径済社

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分平台升通上銭。管理制度建投成数 90%

` 
、



―級指標 二級指禄 三級指粽 指粽値 指粽解轟 指標悦明

送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数

在取人員径費交劫率
反映部|]対在取及高
退休人員成本的控制

程度。

汁算公式 :

①在取人員経費交功率=[(本年度在取人員経
費―上年度在駅人員径費)/上年度在取人員
径費]× 100%。

②高退休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高退休人
員径費―上年度高退休人員経費)/上年度高

高退休人員経費交功率

人均公用姪費交効率

反映部11対控制和圧

縮重点行政成本的努

力程度。

甘  
警

.人
均公用経費:年度在取人員公用経費実隊支

出数/年度実際在取人数。
② “三公経費"交効率=[(本年度 “三公径費
"恵額―上年度 “三公経費

〃
恵額)/上年度

“三公径費
〃
恵額]× 100%。

③房行市釣交劫率=[(本年度房行市釣忌額―

上年度房行市豹恵額)/上年度房行市豹恵
額]× 100%。              本年
度預算圧縮1万元。

“三公径費
〃
交効率

房行市豹支出交効率 20%

忌体成本市釣率
成本市豹率=成本市豹額 /意預算支出額×
100%。 (成本市豹額 =恵預算支出額 ―実際
支出額 )

服各満意

猥努対象満意

群森満意度 85% 反映普通用声和対口

部|]対部|]服努的満
意度

数据一般通道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分しヒ
衡量。

対口部「]満意度 85%

社会狙須満意度 85%

反映相夫社会姐須和

行立協会対部|]行政

軍批、管理服努、参

与公共服努情況的満
意度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分しヒ
衡量。

監督部 l]満

意
外部監督部l]満意度 85%

反映外部監督部 |]対

部 |]依法行政情況的

満意度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分しヒ
衡量。

可持銭性

体制机制改

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 1 元 反映本部l]体制机制

改革対部|]可持象友
展的支樟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体制机制改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2 元

含J新能力

重点Cll新事項1:建立健

全高反量友展引早机制
をド1+

90% 反映本部 |]含J新事項
対部|]可持袋友展的

支樺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創新事項情況。工作完成
情況重点創新事項2: “三

新"銃汁調査
80%

人オ支祥

高層次頷軍人オ数量

反映人オ培券、教育
培切1和人オレヒ重情況

高級取称人オじヒ重=高級取称人オ数量÷単位
共有人数×100%。

培り‖汁支J執行率 95%

高象取称人オしヒ重 0%

碩士和博士人オ数量 3

L



附件2-3

市吸部門整体多

(     2021 ヽ コセ)み

~~~ 
数据真実准碗、完整及吋,防疱和怨

目林1:狙鉄飯早和切凋指早全市径済社会銃it調査工作,碗保統it調査

治銃it造仮、弄虚作偶。

年度恵体

目林

目林2:精心狙須実施各項常規銃it調査,国満完成凋査任分;汰真升展銃汁凋査分析研究,及吋提供銃it凋

目林3:高願量完成各項寺項調査任各。

目林4:秀実銃十基居基砧建没,実現銃汁調査全流程的制度化、程序化、規疱化,碗保 “数出有源、数出有

預算資金 (万元)

年度主要

任券

其中:財政資金

人員径費,含高退休笙費

狙須飯尋和坊凋指早全

市経済社会銃汁調査工

作,碗保銃it凋 査数据

真実准碗、完整及吋 ,

疱和懲治銃if造似、

高反量完成各項常規銃

it凋査,園満完成調査

任各:決真升展銃汁凋

査分析研究,及吋提供

銃if調 査信息服努。

《美子邦州市銃汁局所属事立単位清理規疱意

見的通知》 (邦編亦 (2012)103号 )

部「1没立的工作目林

的依据是否充分:内
容是否合法、合規。

目林依据充分性

工作目林

管理情況
履駅数能

偉♂賓現算篠,す場h暑箸駿葦黛枷F警優斉
19)24号

部|]投立的工作目林

是否明碗、具体、清工作 目林合理性

部11是否有完整的目

林管理机制以保障工

作目林有数落地。
目林管理有数性

部 |]名 称 む う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合it 各注

287.04 287.04
任雰 1

任努2 74.8 74.8 這特経費

指椋解轟 指標説明
一級指禄 二級指粽 三級指標 指粽値

100%

100%



ヽ F

―級指粽 二鍛指粽 三級指標 指粽値 指粽解粋 指粽悦明

履取数能

整体工作完
成

忌体工作完成率
反映部11年度急体工
作表成情況

恵体工作完成率=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己完成的
数量/部 l]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恵数量。

傘共単位工作完成率
反映承接年度意体工
作酌各牽共単位工作
完成情況。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努的牽共単位制定
的工作要点是否涵監所要承接的重点工作。工
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己完成的数量/工作要点工
作息数量。

重点工作履

行

升創性完成黄河流域生
恣保押和高反量友展銃
if凋査。

100%

反映本部 |]負 責的重
点工作避展情況。

園満完成2017年至2019年黄河流域生杏保夕和
高反量友展銃汁凋査的数据采集和測算工作井
形成凋査報告;高反量完成各項銃汁凋査任勢精心狙駅実施各項常規

銃汁調査汁支」完成率。

部l]目 林実

現

姐駅飯早和跡凋指早全
市経済社会銃II調 査工

作,碗保銃汁調査数据
真実准碗、完整及吋 ,

防疱和懲治統it造似、

弄虚作俣。

95%

反映本部「]制定的年
度工作目林送成情況

1園満完成各項銃汁調査任努,釈板升展各項
寺lrJn調 査任努。2.倣好銃汁脚 1和分析研芽J,

全面提升銃if服努水平,力頷早決策提供参考

勝零曇 l・ 奮顎倉斎彙軍需駐鱗扁驚誓優量貌昇
工作的意見》力択手,全面落実 《河南省多鎮
教政府銃汁基拙工作規疱 (拭行)》 、 《河南
省省統if局美子扶真落実 “両今ェ作規疱

〃
切

英加張銃汁基拙工作的意見》。 4.全力配合
、秋扱参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査工作。

精心姐駅実施各項常規
銃汁調査,園満完成凋
査任努;快真升展銃it

凋査分析研究,及吋提
供銃 if凋 査信息服努。

高反量完成各項寺項凋
査任努。 100%

奔実銃汁基層基硼建
没,実現銃汁調査全流
程的制度化、程序化、
祝茫化,晩保 “数出有
原、数出有据

〃
実現率

管理敷率 預算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100% 1属贅菫
[[「
酪昴紀饗機炎至曇蟄梨晨更義警1是

否格所有部l]預

:lirigЖ
暑夏翼義楚晨F曇接全員後委

預算執行率 95%

反映部|]年度預算拭
行情況、調整程度和
控制結特結余資金的
努力程度。

預算執行率=〈 預算執行数/預算数)× loo%。

景』顔F曇
曇猶欝腹朝|]翁賃罰茉露蟄写円認

預算調整率

結特結余交効率



附件2-3

市須部 1可 整体須数日林申扱表

(    2021      年度 )

部 11名称 Hr ワ : 邦州市銃汁局干部培洲中心

年度恵体
目林

目林1:負責基晨銃it人員培り|[.

目林2:負責定期¨ 舌在銭学コ中心注朋人員信息,碗

年度主要

任勢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預算資金 (万元 )

合it 其中:財政資金 各注

任努 1 人員径費,含高退体径寃

任勢2

1.負責基晨銃il人

員培切|。 2.負責定

期窄押国家銃it局

在銭学コ中心注冊

人員信息,碗保信
自冷論牽基

34.85 34.85 込特径費

一鍛指粽 二級指標 三級指禄 指標値 指標解粋 指標説明

履駅数能
工作目林

管理情況

目林依据充分性 100%

部 l]没立的工作 目

林的依据是否充
苓.閃肉早否合法

《美千美千銃it干部培り|1姑更名的批隻》

(邦編 (1990)82号 )

工作目林合理性 100%

部l]没立的工作目

林是否明碗、具体

、清晰和可衡量。

《銃汁法》 《2018-2022年 全国銃汁千部

教育培切1規剣》 《国家銃汁局銃it教育培

切1中 心美子升展基戻統汁人員銭上技能培

JII的 i雨 姜い (教育函「2020¬ 71号 )___

目林管理有数性 95%
部 11是 否有完整的

目林管理机制以保
嗜T佐 日緑右猜落

《邦州市銃it局 2021年度部l]工作目林考

核和今人年度考核実施方案》

―鍛指標 二級指祢 三級指標 指粽値 指振解轟 指標説明

履取数能

整体工作完

成

忌体工作完成率 100%
反映部11年度恵体

工作完成情況 '1年

度工作要点己完
成的数量/部 11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恵数量

牽共単位工作完成

率
100%

反映承接年度恵体

工作的各牽共単位

工作完成情況。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努的牽共単位

制定的工作要点是否涵孟所要承接的重点

工作。工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己完成的数

量/工作要点工作息数量。

重点工作履
イ千

基晨統it人員銭上

接‖l申 成菫
80%

反映本部 I]負 責的

舌占T作排尾惜猾̀

狙須基層銃汁人員参加国家局統汁並努銃

汁知t只 島 レヾ各機能銭上培illl  ____

部i]目 林実

現

国家銃it局在銭学

コ中心注朋人員信
阜繊沖年I昴 ネ

80%
反映本部 il制 定的

年度工作 目林迷成

1音ン甲̂

及吋対国家銃it局在銭学コ中心注冊人員

信息雛押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100% 反映部

'1年

度預算

編制完整性和提前

鯛化情況。

①l父入執算編制是含足数,是省狩F/T偶 神

l]預算1文入全部笏入llt入預算 :

②支出預算編制是否科学,是否是按人員

経費按林准、日常公用経費按定額、寺項
外希格輌日今卯厖鳥葡|。

青項資金劉化率 100%
|]己 鯛化分配的寺

項資金/部 |]寺 項資

預算執行率 95%

預算執行率=(預算執行数/預算数 )

×100%。

其中,預算完成数指部i]本年度美味執行

的預算数:預算数指財政部l]批夏的本年

度部l]的預算数。

″
、

ぉ

ヽ

，ヽ
・

:^9y



預算調整率

反映部11年度預算

執行情況、調整程

度和控制錯籍結余

資金的努力程度。

預算調整率=(預算調整数/預算数 )

×100%。

預算調整数:部 |]在本年度内渉及預算的

追加、追減或姑杓調整的資金恵和 (因落

共国家政策、友生不可抗力、上吸部

'1或本象党委政府lh吋交亦而声生的調整除

結轄結余交劫率

姑轄鈷余交劫率=[(本年度累II結特結余

資金息額―上年度累it錯輪結余資金恵

額)/上年度累it姑特姑余資金恵

一級指粽 二級指標 三級指禄 指標値 指標解群 指粽説明

管理数率

預算管理

部|]決算編扱庚量 100%
反映本部11決算工

作情況。

①是否按照相美編申要求扱送:

②部11決算編扱的単位疱国和資金疱曰是
杏 舛 谷 細 羊 車 ☆ _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 100%
反映本部l]項 目庫

建没情況。

項目庫管理完整性=(年度預算安排項目

資金息額―未幼入項目庫預算項目資金

額)/年度預算安招卜項目資金息額×100%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

性
100%

反映部|]預算国庫

集中支付合規性。

国庫集中支付合規性=(年度部11預算資

金国庫集中支付忌額一国庫集中支付監控

系銃撞裁資金額 )/年度部 I]預算資金国
産生中サイ十単師 ×loo鉄 ^

牧支管理

lll入管理規疱性

反映部l]llk入 管理

和1文入結杓的情況

財政抜款牧入、事並1文入、上級ネト助llk入

、附属単位上数1文入、径菅牧入及其他llk

入管理是否符合事並単位財分規スJ的有美

支出管理規疱性 95%
反映部11支 出管理

和支出猪杓的情況
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是否符合行政事並単

位財努卿 J及相美制度か法的有美規定。

財努管理

財努管理制度的完

各性
95%

反映部,1相夫財努
管理規疱性和執行

有数性的情況。

①資金的抜付和使用是否有しヒ較完整的申
批程序和手数 :

②財努核算是否符合国家財径法規和財努
管理制度及寺項資金管理有美規定;

③部|]基硼数据信息和会it信息資料的真
共性、完整性、准碗性,能否対預算管理
工作起到彼好的支禅作用。

銀行敗声管理規疱

性
100%

財政寺戸的資金是否按照国庫集中llk数的
有美規定及吋足額上数,是否存在隠購、

滞留、裁留、初

`用

和坐支等情況。

政府采殉執行率

①資金使用是否符合政府采賄的程序和流
程:資金使用是否符合公努十結算相美制
度和規定:

②政府采賄執行率=(実際政府采殉金額/

政府来殉預算数)× 100%:

政府采殉預算:采殉机美根据事並友展it

支J和行政任努編制的、井姪述規定程序批
准的年度政府采殉it剣 。

内控制度有数性

①預算立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預算
編制、申批、執行、決算与坪倫等預算内
部管理制度 ;

②牧支並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l10入

、支出内部管理制度 :

③政府釆殉並努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
政府来賄預算与if剣管理、政府来殉活劫
管理、輸牧管理等政府采殉内部管理制
度 ;

④資声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資声内部
管理制度 :

⑤建投項目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建没
項目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与建没項目相美
的波事決策机制、申核机制等 :

⑥合同控制:単位是否建立健全合同内部

ヽ

．
４

　

．



―級指林 二級指標 三鍛指粽 指祢値 指禄解群 指標説明

管理数率

資声管理

資声管理規疱性 95%

反映部11対 資声管

理和利用方面的情

況。

Э資声保存是否完整,是否定期対国疋資

吉逃行清査,是否有因管理不当友生声重

資声損失和去失的情況:

Э是否存在超林准配置資声 :

Э資声使用是否規疱,是否存在未姪批准

檀自出租、出借資声行力 :

④資声赴畳是否規疱,是否存在不按要求
壮 各掘 井レ請 盗 書禾 //k平カト習行 力 ^___

部|]固 定資声利用

率
100%

if算公式 :

部l]固 定資声利用率=(部 l]共 隊在用固

定資声忌額/部 |]所有固定資声恵額 )

×100%或 資声困畳率=(困 畳資声恵額/部

r]晰右日常姿声点緬)× 10飢

基砧管理

信月、化建没成奴 90%

反映力保障整体工

作和重点工作実施

的基拙管理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力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作

所采取的基拙管理工作,相夫情況庇予以

知化、量化表述。1、 《邦州市統汁局工

作手朋》、依托邦州 “城市大脳"建没。

2、 邦州市経済社会友展大数据決策服9・
・

平台弄通上銭。

管理制度建没成数 90%

透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数

在取人員経費交劫

率
5%

反映部I]対在取及

高退休人員成本的

控制程度。

貿套嬰ぜ導葬記積2第
年
臀

在駅人員径費]× 100%。

②高退休人員径費交効率=[(本年度高退

休人員径費―上年度高退体人員経費)/
卜生慮宮う展イ大入日外密¬×10に

高退体人員径費交

功率
5%

人均公用経費交劫

率
10%

反映部11対控制和

圧縮重点行政成本

的努力程度。

?全禦Υ導豪蹴露星第
年)灘

k均公用経費]× 100%。

た均公用径費:年度在取人員公用経費実

5考豊徐邸竜駆轟導イぞ県年度“三公
至費"忌額―上年度 “三公経費"恵額 )

を饒雉
市豹患額]× 100%。

本年度己格服勢立建筑立笑ネト資金預算

1727.6万 元全部圧縮。      __

“三公姪費"交劫 0.00%

房行市釣支出交劫

率
5%

恵体成本市豹率  1   5%

成本市豹率=成本市豹額 /患預算支出

額×100%。 (成本市豹額 二急預算支出

額 ―共隊支出額 )

指粽解経 指標説明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

服努満意

服各対象満意

群余満意万姓___⊥ __二堅 反映普通用声和対

口部11対部|]服 /」
‐

的満意度X・l「l部 |1溝恵度  1  85%

利益相美方

満意

企 レヽ満意度 85% 反映相夫企立、社

会狙妖和行立協会

対部l]行政申批、

管理服分、参与公

共服勢情況的満意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
社会各1多t満意皮 85%

及映外部監督部|]

対部l]依法行政情
押的満音慮

数据一般通述同巻調査的方式荻得,用百

分しヒ衡量。監督部l]満

意

外部監督部 11満 意

度
85%

反映本部11体制机

制改革対部|]可持

数友展的支禅情況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体制机制改革情呪。
体制机制改

革情況

重要改革事項 1 元

重要改革事項2 元

で
、ヾ

力
ｒ

―級指粽 二級指標



可持鋲性 CJ新能力
利用国家、省学コ

中心平台推庁在駅
頭 T存分学】舛1+

％̈

反映本部1lCJ新事

項対部l]可持銭友
尾的サ量倍押

分項具体列示本部|]CJ新事項情況。工作
完成情況

人オ支樺

高層次頷軍人オ数
反映人オ培弄、教
育培切1和人オ比重
情況。

高象駅称人オ比重=高級取称人オ数量÷
単位共有人数×100%。

培切lit丸 J執行率 85%

高象駅称人オ比重 0%

碩士和博士人オ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