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陆良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陆良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陆良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4.89                      114.89        114.8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4.89                      114.89        114.89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陆良县审计局根据部门职责设置的总体目标主要是 ：通过审计监督，维护财政经济秩序 ，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廉政建设

、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具体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认真开展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和政府投资审计 ，促进厉行节约和财政资金

高效使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围绕改善民生开展专项资金审计 ，提出推动各项惠民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

建议；开展资源环保审计项目 ,揭示环境保护中存在问题 ，提出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的建议 ；认真组织开展审计工作和机关
管理工作，积极配合县纪委等部门开展反腐斗争 ，充分发挥审计机关在反腐中的促进作用 ，着力打造敢于担当 、作风优良、廉洁

自律、文明公正的审计干部队伍 。

审计项目严格按照年度审计工作计划执行 ，共完成了40个审计项目，均出具了审计报告 ，并向县政

府和县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报告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的数量

>= 18 篇 40         50.00         5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12 篇 51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马龙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曲靖市马龙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曲靖市马龙区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8.61                      108.61        108.6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8.61                      108.61        108.61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开展各项审计项目。主要是对政策执行、财政财务收支、民生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领导干部职责履行、政府重大项目投资
、行业运行情况开展审计。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配合文明委做好文明单位复查工作；把保持文明单位纳
入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以“道德讲堂”等各种形式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并持续推进，广大职工普遍认同并参与等。目标任
务：正确树立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加强计算机中级、工程造价员资格、知识结构调
整及其他素质提升等培训工作；对审计视频会商系统进行升级完善，提高利用效率；完成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和交换中心省级分中
心的建设，加强与审计署及市、区两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推广标准化的计算机审计方法体系和审计机关
内部信息系统等。四是及时足额收取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全额上缴省财政国库。

2021年，马龙区审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在区人大和区政协的监督指导
下，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区
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一步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提升审计质量，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更
好地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服务。
一、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2021年工作成效明显
    2021年，共完成审计项目23项。其中：预算执行审计5项、专项资金审计1项、行政事业审计1项
、财务收支专项审计1项、财政决算审计4项、经济责任审计4项、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2项、部门
预算执行全覆盖审计调查1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4项。查出违规金额6367万元，查出
管理不规范金额4029万元，非金额计量问题47个。审计处理应上缴财政704万元，归还原渠道资金91
万元，提出审计建议并被采纳101条，向纪检监察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移送问题线索3个，向区委审
计委员会上报《审计专报》12期。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审计任务2项，配合上级审计机关开展审计1
项。有效发挥了审计部门在推进依法行政，惩治社会腐败，维护经济秩序和构建社会和谐方面的积
极作用。
二、抓学习宣传，强化意识形态工作
    局党组将意识形态工作做为一项极端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落实。定期研判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点，加强阵地建设，夯实QQ群、微信群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重大网络舆情应急处理流程；大力营
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浓厚氛围，坚持把各种载体作为弘扬正能量的宣传阵地，加强审计工作宣传
。认真完成了省级文明单位届满复查各项工作，顺利通过了省级复查，继续保留“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三、压实主体责任，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局党组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15 个 24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15 个 2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0.9 % 9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计项目

>= 1 个 2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0.7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15 个 1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沾益区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沾益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沾益区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6.44                      136.44        177.02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6.44                      136.44        136.4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40.58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部门履职绩效目标为“加强规范审计工作，全面提升依法审计能力”，主要措施是“认真组织开展审计工作”； 项目绩效指标为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审计完成时限、审计建议采纳率”，通过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的考核，促进审计发现问题的能
力，提高审计执行力；通过对审计完成时限的要求，使审计组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节约审计成本，提升审计能力；通过对建议
采纳率的考核，使得审计提出建议更合理可行，使得审计监督作用得以有效发挥。与履职绩效目标相符。

2021年，曲靖市沾益区审计局审计单位22家；出具审计报告25篇；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1
个；审计建议采纳率达100%；审计整改率达95%；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10个。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8.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10 个 2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21 篇 25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 >= 1 个 1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5         15.00         1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10 个 1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麒麟区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曲靖市麒麟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曲靖市麒麟区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3.63                      213.63        213.63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3.63                      213.63        213.63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开展各项审计项目。主要是对政策执行、财政财务收支、民生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领导干部职责履行、政府重大项目投资
、行业运行情况开展审计。目标任务：围绕“发展、改革、法治、反腐”，大力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充分
发挥审计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配合文明委做好文明单位复查工作；把保持文明
单位纳入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以“道德讲堂”等各种形式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并持续推进，广大职工普遍认同并参与等。
目标任务：正确树立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加强计算机中级、工程造价员资格、知识
结构调整及其他素质提升等培训工作；对审计视频会商系统进行升级完善，提高利用效率；完成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和交换中心省
级分中心的建设，加强与审计署及市、县两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推广标准化的计算机审计方法体系和审
计机关内部信息系统等。四是及时足额收取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全额上缴省财政国库。

2021年，我单位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36篇，被审计单位32个；应归还原渠道资金
130.29万元；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项；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21篇；审计建议采纳率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30 篇 36         25.00         2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32 个 32         25.00         24.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20 万元 130.2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 1 项 1         15.00         14.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21 篇 21          5.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富源县审计局国有资产收益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富源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富源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2.50                       12.50         12.5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50                       12.50         12.5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云政办发【2008】173号）、《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

出借管理办法》（云财资【2014】153号）相关文件精神，在保证本单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的基础上 ，将未使用部分房屋用于出

租，防止国有资产闲置 ，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

国有资源（资产）重大安全事故0起、无故减值0万元、100%执行收支两条线、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

引起的投诉、上访次数为0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无故减值 = 0 万元 0         25.00         25.00 
国有资产减值金额 0/国有资产总额215.03万×指标
分值，数据来源于审计局资产报表 。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重大安全事
故

= 0 次 0         25.00         25.00 
国有资产重大安全事故次数 0×指标分值0，数据来
源于审计局资产报表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执行收支两
条线

= 100 % 214.4         30.00         30.00 
实际上缴财政款 26.80万/全年预算非税收入 12.50

万×指标分值100，数据来源于审计局房屋出租统
计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投
诉、上访次数

= 0 次 0         10.00         10.00 
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投诉 、上访次数0×指
标分值0，数据来源于审计局资产报表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会泽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会泽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会泽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8.10                      148.10        148.1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8.10                      148.10        148.1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审计署、审计厅、市审计局的部署安排，服务会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重点，聚焦打赢
“三大攻坚战”，持续做好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认真做好减税降费等专项审计；贯彻落实审计全覆盖要求，实现重大项
目审计、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重点领域审计全覆盖；坚持突出审计重点，加大
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促进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
全；深入推进审计项目和审计组织方式“两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严格现场实施时间，发挥监督合力，切实减轻基层负
担；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坚持科技强审，积极开展大数据审计，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

全面忠实履行宪法和《审计法》赋予的职责，坚守审计主责主业，坚持依法审计原则开展审计监督
。聚焦政策落实，完成2021年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审计，深入开展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聚焦资金绩效，完成县本
级2020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情况审计、9个县级一级预算单位和1个二级预算单位2020
年度预算执行审计、52个一级预算单位202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审计调查，持续加大对本级财政预算
执行等项目的审计力度，基本实现县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监督全覆盖；聚焦乡村振兴，完成2020年
度企业集团帮扶资金审计，确保项目建设任务，项目实施程序和资金管理符合相关规定；聚焦权力
运行，推进审计“两统筹”，采取“1+N”模式，完成3个乡（镇）政府2020年财政决算审计、6名县
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4名县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2021年共完成审计项目25项，经县委审计委员会批准调减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审计项目1项，审计
查出问题金额2696万元，其中，违规金额1166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1530万元。审计决定处理处罚
金额1170万元。提出建议16条，被采纳的审计建议16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或调查报告 >= 15 个 25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1 次 2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整改落实问题金额 >= 100 万元 117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9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师宗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师宗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师宗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4.39                      154.39        154.3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4.39                      154.39        154.39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十届四次全体会议和全国 、全省、全市审计工作会议精神 ，坚
持以扶贫攻坚审计为统领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促进完善国家治理 ，紧紧围绕上级审计机关统一部署和县委 、县政府的中心

工作，突出对扶贫攻坚、财政预算执行、民生资金、生态资源环保方面的审计 ，继续对重大政策措施 、重大投资项目、重点专项
资金和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开展跟踪审计 。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坚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努力实现审计工
作全覆盖，为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

2021年计划审计项目 15项，其中，审计署、省厅统一计划项目 4项，经责审计3项，按照有关规定安
排审计项目5项，县级计划项目3项，实际计划审计项目 24个，完成审计项目26个，审计查出主要问

题资金31200万元，其中：违规金额50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31150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
15个。出具审计报告26篇，提出意见建议59条均被采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数量

>= 10 篇 2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数量 >= 20 条 2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被审计单位管理不规范金额 >= 300 万元 3115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提出建议 >= 20 条 5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9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3 篇 26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曲靖市审计局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曲靖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13.60                      313.60        341.93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3.60                      313.60        341.93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2023年全市审计机关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仅仅围绕省审计厅、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着力开展
好各项重大审计项目。

2021年曲靖全市审计机关共审计285家单位，出具348份审计报告，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14.74亿
元，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262条，审计建议采纳率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300 个 348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 6000 万元 147443万元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批示、被采用审计信息数 >= 150 条 262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200 个 160         15.00         12.00 部分审计报告因内容特殊，不便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曲靖市审计局国有资产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曲靖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71                       20.71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71                       20.7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房屋出租相关规定，依照审批出租房屋，执行收支两条线，及时全额缴纳房租收入；房租收入返还用于保障机关及院内资产
安全，以确保资产无故减值情况、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国有资产管理有关问题的投诉和上访，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2021年曲靖市审计局国依照审批出租房屋，严格执行国有资产收支两条线，无国有资源、资产无故
减值，未发生国有资源（资产）重大安全事故，无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投诉和上访。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7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无故减值 = 0 元 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重大安全事
故

= 0 次 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执行收支两
条线

= 1 % 10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荣誉称号保持率 = 1 % 0         15.00               因原主要领导受处罚处分，未能保持荣誉称号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投
诉、上访次数

= 0 次 0         20.00         2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75.00 中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1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宣威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宣威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宣威市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9.90                      149.90        149.9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9.90                      149.90        149.9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按照审计署、审计厅和曲靖审计局的部署安排 ，服务宣威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重点 ，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持续做好重
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 ，认真做好减税降费等专项审计 ；贯彻落实审计全覆盖要求 ，实现重大项目审计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重点领域审计全覆盖 ；坚持突出审计重点 ，加大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
度，促进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的揭示力度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深入推进审计项目和审计组
织方式“两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 ，严格现场实施时间 ，发挥监督合力，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创新审计方式方法 ，坚持科技

强审，积极开展大数据审计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 。 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配合文明委做好文明单位
复查工作；把保持文明单位纳入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 ；以“道德讲堂”等各种形式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并持续推进，广大职
工普遍认同并参与 ，结合党建工作要求 ，安排部署智慧党建工作 。目标任务：正确树立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 。 三是通过审计监
督，维护财政经济秩序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

部门预算管理水平 ，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促进部门预决算真实完整 ，提高预算绩效。2.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的目标是关注财政
资金收支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和省委十项规定 。3.经济责任审计的目标是监督权力运行 、加强干
部管理、推动廉政建设；4.民生专项资金审计的目标是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促进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 ；5.固定资产投资审

计的目标是治理工程领域的突出问题 ，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6.涉外审计的目标是促进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 、防
范涉外投资风险、维护涉外经济安全 ；7.全市行业审计与审计调查的目标是从完善某个行业或系统制度 ，推动行业的顺利规范发
展；8.政策落实审计的目标是及时发现和推动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行为，推动简政放权，确保政令畅通。9.审计干部业务
培训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 、专业化、复合型审计人才，为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0.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为履行审计工

作监督职能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和保障 ，逐步形成以审计信息化为特征的审计现代化发展模式 。

2021年在曲靖市审计局和宣威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履行审
计职责，加强党建引领示范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干部队伍建设 ，提升审计工作效能 ，较好地

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受疫情影响，2021年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 22项，审计查出违规资金和
管理不规范资金 33069万元。其中：审计处理应上缴财政 957万元；审计核减工程价款 239万元；向社
会公告审计结果 18篇；审计提出被采纳建议 61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的数量

>= 35 个 22         20.00         15.00 
原因分析：该指标为一个预估值 ，在设置指标时没
有充分兼顾历年历史数据指标 ，预算的计划性，科
学性不强，加之受疫情影响 ，全年项目只安排了 2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数量 >= 35 条 23         20.00         16.00 
原因分析：该指标为一个预估值 ，在设置指标时没
有充分兼顾历年历史数据指标 ，预算的计划性，科
学性不强，加之受疫情影响 ，全年项目只安排了 2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金额 >= 1000 % 3306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 500 元 675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10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公众满意
度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35 个 18          5.00          4.00 
原因分析：该指标为一个预估值 ，在设置指标时没
有充分兼顾历年历史数据指标 ，预算的计划性，科

学性不强，加之受疫情影响 ，全年项目只安排了 22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2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富源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富源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富源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8.10                      148.10        148.1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8.10                      148.10        148.1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4〕48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 》（云政发〔2015〕37），依

法履行审计职责，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高审计效率，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以及公共资金、国有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 ，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 ，促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通过开展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不断完善、发挥实效；通过开展财政审计 ，

保障公共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通过开展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 ，维护国有资产资源安全完整 ，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
通过开展民生资金审计 ，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通过开展资源环境审计 ，促进落实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通过开

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促进领导干部守法 、守纪、守规、尽责；通过开展政府投资审计 ，保障我县重大公共投资落实到位和

项目建设达到预期效果 ；通过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及信息系统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

2021年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32篇，审计处理处罚收入上缴财政 45.85万元，审计整改率

90%，被批示、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25篇，审计人员遵守审计纪律情况 100%。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20 份 32         50.00         50.00 
实际出具审计报告篇数 32/应出具审计报告篇数 20 
，数据来源审计综合情况报表 。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100         10.00         10.00 
促进整改落实问题金额 54万/审计查出问题金额 54
万，数据来源于审计综合情况报表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提出审计建议及审计建议采纳
情况

>= 30 % 74         10.00         10.00 
被采纳审计建议条数 74/年初被采纳审计建议计划
30，数据来源于审计综合情况报表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遵守审计纪律情况 = 100 % 100         20.00         20.00 
违反审计纪律情况 0/年初违反审计纪律情况计划
0，数据来源于审计综合情况报表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3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罗平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罗平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罗平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6.05                      176.05        210.1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6.05                      176.05        210.11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开展各项审计项目 。主要是对政策执行 、财政财务收支、民生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 、领导干部职责履行 、政府重大项目投资
、行业运行情况开展审计 。目标任务：围绕“发展、改革、法治、反腐”，大力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充分

发挥审计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 。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配合文明委做好文明单位复查工作 ；把保持文明
单位纳入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 ；以“道德讲堂”等各种形式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并持续推进，广大职工普遍认同并参与等 。
目标任务：正确树立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 。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 。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加强计算机中级、工程造价员资格 、知识

结构调整及其他素质提升等培训工作 ；对审计视频会商系统进行升级完善 ，提高利用效率；完成国家审计数据中心和交换中心省
级分中心的建设，加强与审计署及市 、县两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 ；推广标准化的计算机审计方法体系和审
计机关内部信息系统等 。四是及时足额收取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全额上缴省财政国库 。

完成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17个，审计及延伸审计单位 25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2个，审
计建议采纳率100%，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 32万元；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76篇；向社会

公告审计结果19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74.3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报告 >= 25 个 17         13.00          8.84 
审计计划年中进行调整 ，导致指标未完成 。改进措
施：下一步认真吸取经验 ，加强计划编制审核工作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5 个 25         13.00         13.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项目 = 1 个 2         13.00         1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
额

>= 200 万元 32         13.00          2.08 
部分审计报告整改跨年 ，导致本年统计整改金额较
低。改进措施：下一步优化审计计划 ，督促审计结
果整改落实。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15 篇 76         13.00         1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100         13.00         1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20 篇 19         12.00         11.40 
年中审计计划调减 ，导致应公告报告数减少 。改进
措施：下一步认真吸取经验 ，加强计划编制审核工

作。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4.32 良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4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师宗县审计局国有资产收益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师宗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师宗县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50                       10.50          5.29         10.00         50.38                                        5.0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50                       10.50          5.29         50.38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一是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减值的情况发生，二是国有资产重大安全事故0起。三是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租金全
额上缴财政国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四是确保每个年度内收入保持总体平稳，弧度不超过10%。五是在年度国有资产有偿
使用管理过程中，因管理不当带来的投诉上访事件0起，从多方面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根据目标2021年完成国有资源（资产）无故减值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重大维修支出0万元，国
有资源（资产）闲置时间0天，国有资源（资产）执行收支两条线100%，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
投诉、上访次数0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无故减值 = 1 万元 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重大损坏事
故

= 2 万元 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收益稳定率 < 80 天 7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有资源（资产）执行收支两
条线

>= 100 % 100         20.00         2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因资产管理有关问题引起的投
诉、上访次数

= 0 次 0         20.00         2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0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5表

编制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曲靖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曲靖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曲靖市审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38.40                      338.40        338.4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38.40                      338.40        338.4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21年-2023年，市审计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紧紧围绕省审计厅、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着力开展好各项审计工作，以审计监督财务收支管理，促各项政策业务有
效落实。

2021年曲靖市审计局全年出具审计报告92分，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100%，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
题金额12.82亿元，审计建议被采纳率100%，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48篇，均超绩效目标完成工作，
因年考核办度综合考评结果未出，无法就该指标进行自评。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60 个 92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9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
额

>= 370 万元 128220         20.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25 篇 48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 >= 良好 等次 结果未出          5.00               因曲靖市考核办暂未出考核结果，无法依标自评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