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计 其中：财政资金 备注

目标11：实战练兵，锻造能打胜仗的先锋队伍。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  年度）

部门名称 郑州市公安局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坚决捍卫政治安全。

目标2：更加突出源头稳控。

目标3：全面遏制突出犯罪。

目标4：持续推进社会治理。

目标5：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目标6：稳妥推进公安体制改革，拓宽发展空间。

目标7：深入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体现公平正义。

目标10：党建引领，铸牢绝对忠诚的政治灵魂。

目标9：持续推进基层基础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目标12：正风肃纪，巩固风清气正的警营生态。

目标13：从优待警，营造安心安业的职业环境。

目标8：加快推进智能警务应用，精准服务实战。

预算资金（单位：万元）



140,631.7 140,631.7 人员经费（人员工资、社保等）

50,296.1 50,296.1 公用经费（保障单位运转的各项支出）

19,944.9 19,944.9 辅警经费

1,900 1,900 五小工程经费

100 100 见义勇为人员奖励保障工作经费

5,970 5,970 装备购置及维护费

392 392 禁毒社工服务经费

4,000 4,000 专用材料费

13,358 13,358 业务工本费

5,055.4 5,055.4 业务及办案费

120 120 道路交通违法举报奖励金

1,165 1,165 交通协管员专项经费

8,933 8,933 交通协警专项经费

2,500 2,500 郑东新区等四个开发区交通设施养护

5,200 5,200 交通设施维护

3,000 3,000 涉案停车场运行费

500 500 科研宣传经费

5,000 5,000 智能交通项目工程款

2,565 2,565 智能交通系统及交警各应用平台系统维护

144 144 地铁分局警犬队警犬及训导员经费

6,220 6,220 拘押收教场所经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年度主要
任务

1、忠诚担当，善作善为，坚
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2、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严守底线，筑牢防线，坚
决完成重大安保任务。

4、打防并举，以打开路，全
面提升综合打击效能。

5、控源清患，完善机制，巩
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6、创新引领，保障先行，着
力夯实公安基层基础。

7、人民至上，放管结合，全
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8、党建引领，改革强警，锻
造高素质过硬公安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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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工作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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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单位工作完成
率

100%
反映承接年度总体工作的各牵
头单位工作完成情况。

承接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务的牵头单位制
定的工作要点是否涵盖所要承接的重点工作
。工作完成率=工作要点已完成的数量/工作
要点工作总数量。

重点工作履
行

重点工作计划完成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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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目标实
现

年度工作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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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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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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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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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反映部门年度预算编制完整性
和提前细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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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效能

整体工作完
成

履职效能
工作目标
管理情况



结转结余变动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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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决算编报质量 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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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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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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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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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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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制度的完
备性

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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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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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效率

预算管理

收支管理

财务管理
反映部门相关财务管理规范性
和执行有效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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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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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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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建设成效 有效

管理制度建设成效 有效

在职人员经费变动
率

8%

运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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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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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效率

财务管理
反映部门相关财务管理规范性
和执行有效性的情况。

管理效率

资产管理
反映部门对资产管理和利用方
面的情况。

基础管理
反映为保障整体工作和重点工
作实施的基础管理情况。



离退休人员经费变
动率

3%

人均公用经费变动
率

5%

“三公经费”变动
率

0

厉行节约支出变动
率

5%

总体成本节约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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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众满意度 95%

对口部门满意度 95%

企业满意度 95%

社会组织满意度 95%

监督部门满
意

外部监督部门满意
度

95%
反映外部监督部门对部门依法
行政情况的满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用百分
比衡量。

体制机制改
革情况

城区分局警务机构
改革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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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次领军人才数
量

运行成本
成本控制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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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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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性

人才支撑
反映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和人
才比重情况。

高级职称人才比重=高级职称人才数量÷单位
实有人数×100%。

服务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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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方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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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度

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用百分
比衡量。



培训计划执行率 100%

高级职称人才比重

硕士和博士人才数
量

可持续性

人才支撑
反映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和人
才比重情况。

高级职称人才比重=高级职称人才数量÷单位
实有人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