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西双版纳州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支出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实施单位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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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1                       73.21         45.49         10.00         62.14                                        6.2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3.21                       73.21         45.49         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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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形成机构设置科学、权责划分明晰、人财物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审计管理新体制，保障审计机关依
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
、严肃问责，发挥好维护经济安全、推动深化改革、促进依法治省、推进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在州委、州政府和省审计厅的领导下，西双版纳州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治
已病、防未病”作用，推动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和落实“六保”任务，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州审计机关共完成审计项目109
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871 457万元，其中：违规金额47 160万元，损失浪费金额81万元，管理
不规范金额824 216万元。审计处理处罚327 154万元，审计期间整改金额6 006万元，核减投资额6 
297万元。移送处理事项38件，移送处理金额5 159万元。促进增收节支58 509万元，审计后挽回
（避免）损失536万元。审计提出建议306条，被采纳的审计建议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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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审计项目 >= 23 篇 36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促进整改落实问题资金 >= 1000 万元 33938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金额计算准确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荣誉称号保持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投诉、上访次数 <= 0 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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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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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景洪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景洪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景洪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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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5                      183.45        176.21         10.00         96.05                                        9.6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3.45                      183.45        176.21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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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2021-2023年审计项目工作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促进被审计单位及时纠正错误，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通过预算执
行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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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财政部门预算改革顺利推
进；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管好权、用好权，推动廉洁政府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审计，节约大量政府建设资金，提高
投资效益，最终达到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通过审计查
出问题的整改，
预计开展审计项目45项，每年审计净核减工程价款3000万元，查出违规金额和管理不规范金额30000元，促进整改落实资金4500万
元，审计建议被采纳90%，遵守审计纪律情况满意率达100%。

2021年我局实际开展审计项目32项，出具审计报告27个，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14篇，审计建议被采
纳率截至2020年12月底78%，促进整改落实资金105886万元，廉政纪律执行满意度达100%，人大审议
满意度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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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个 27         25.00         24.00 
2020年编制预算时预计2021年度审计项目计划为45
项，实际计划开展43项，2021年因部分项目建设单
位无法提供项目资料、未编制整个项目竣工决算报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45 篇 14         25.00         23.00 
经济责任审计、重大政策审计审计结果不进行公
开，2021年直达资金审计由省厅统一公开，我局未
进行公开，导致实际公开数少于预算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78          5.00          3.00 
审计建议采纳率78%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统计
数，因部分项目未到整改期限，部分建议采纳情况
未统计，现已超过8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整改落实问题资金 = 3000 万元 105886         25.00         2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廉政纪律执行满意度 >= 10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度 >= 满意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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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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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实施单位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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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5                      157.35        157.35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7.35                      157.35        1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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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促进被审计单位及时纠正错误，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通过预算执行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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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财政部门预算改革顺利推进；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
部管好权、用好权，推动廉洁政府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审计，节约大量政府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

2021年在州委、州政府和省审计厅的领导下，西双版纳州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治
已病、防未病”作用，推动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和落实“六保”任务，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州审计机关共完成审计项目109
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871 457万元，其中：违规金额47 160万元，损失浪费金额81万元，管理
不规范金额824 216万元。审计处理处罚327 154万元，审计期间整改金额6 006万元，核减投资额6 
297万元。移送处理事项38件，移送处理金额5 159万元。促进增收节支58 509万元，审计后挽回
（避免）损失536万元。审计提出建议306条，被采纳的审计建议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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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 >= 23 篇 36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3 个 36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审
计项目

>= 1 个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整改落实问题资金 >= 1000 万元 33938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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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          5.00          4.00 
综合2020年度考核方式，2021年我单位年度综合考
评的自评结果为良好，正式结果未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96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综合2020年度考核方式，2021年我单位年度综合考评的自评结果为良好，正式结果未出。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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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勐海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勐海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勐海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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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0                       71.60         70.11         10.00         97.92                                        9.7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1.60                       71.60         70.11         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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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开展工作，将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重中之重，着力促进保障改善民
生和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主要从持续开展对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
计、加强公共资金审计、加大对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的审计力度、加强对扶贫、卫生、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资金和项目
的审计、加大资源环境审计力度、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部门、
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审计力度、加大对体制机制性问题的揭示和反映力度等方面进行审计。

实施审计项目数32个，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32个，审计促进落实整改金额6007万元，开展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1个，审计建议采纳率100%，通过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13.44亿元（违规
资金0.08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13.36亿元）。审计项目投资额11.61亿元，审计完成投资额 10.72
亿元，核减投资额0.60亿元，为地方增收节支0.6亿元。提出并被采纳审计建议99条，为推进我县反
腐倡廉、促进政策落实、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深化改革、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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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42 个 32         25.00         22.00 
2021年度，在制定审计项目计划时，因考虑到新冠
肺炎疫情依然严峻，且我县为边境县，疫情防控任
务较重，审计人员分批驻守疫情防控卡点，可能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 >= 42 个 32         25.00         22.00 
2021年度，在制定审计项目计划时，因考虑到新冠
肺炎疫情依然严峻，且我县为边境县，疫情防控任
务较重，审计人员分批驻守疫情防控卡点，可能导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 2000 万元 600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1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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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良好 = 良好 % 良好          5.00          5.00 
目前县委县政府正在进行对部门单位的考核工作，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未出。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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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勐腊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勐腊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勐腊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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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1                       73.01         73.00         10.00         99.99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3.01                       73.01         73.0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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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的作用是发挥国家审计的 “预防”功能，防范风险，维护社会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促进国家治理；发挥国家审计的 “揭示”
功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发挥国家审计的“抵御”功能，完善管理机制和制度 ，促进社会

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国家治理。审计机关需对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国有金融
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资产 、负债、损益情况，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 、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
履行情况等进行审计监督 。

2021年我局已完成4项绩效指标（共8个绩效目标，已完成6个，未完成2个），分别是：1.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或志项报告 28篇，完成率116.67%、审计单位28个，完成率116.67%）；2.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完成 1个，完成率100%）；3.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48.43%，未达标，完
成率69.19%）；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达 90%，完成率112.50%、人大审议满意度
评价满意，完成率100%、抽调外单位工作人次达 9人次，完成率300%、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3篇，未

达标，完成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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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或专项报告 >= 24 篇 28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4 个 28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 1 个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70 % 48.43         10.00          4.80 
偏差原因：2021年审计查出问题金额 256571万元，
在2021年内完成审计整改的金额 124258万元，其中
未完成整改的金额 132316万元，主要原因是其中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80 % 9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度 >= 满意评价 % 满意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抽调外单位工作人次 >= 3 人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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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 3          5.00          1.50 
偏差原因：由于受疫情影响 ，2021年审计项目计划
大部分项目在下半年末结束现场审计 ，未过审计整
改期，故2021年完成的项目未在当年公告 。改进措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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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