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保山市审计局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支出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保山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保山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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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150.00        126.03         10.00         84.02                                        8.4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00                      150.00        126.03         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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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全市审计工作。（二）起草审计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向中共保山市委审计委员会提
出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受保山市人民政府委托向保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四）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
内作出审计决定;（五）按照规定对县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六）组织实施对国家和省、州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州级
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七）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办理被审计单
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市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有关重大案件。（八）指导和监督内
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九）与县（市）党委和政府共同领导县
（市）级审计机关。（十）职能转变。（十一）组织开展审计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应用。
（十二）完成州委、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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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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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审计人员计算机中级、知识结构调整及其他素质提升等培
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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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为巩固我州审计机关“文明行业”创建成果，进一
步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步伐，申报省级文明单位奖励经费。

2021年，保山市审计局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27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资金521561.64万元，其中
违规资金35678.66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485882.98万元；审计处理处罚合计112147.42万元，其
中：应上缴财政2262.02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18700.05万元、应缴纳其他资金77804.59万元元、
应调整处理金额13380.74万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3914.44万元，移送处理事项1件涉
及金额22236.76万元；提出建议181条，提交审计信息52篇条、被批示采纳20篇条，在服务保山高质
量跨越发展中作出了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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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 >= 35 篇 31         15.00         13.29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奖金兑现足额率 = 10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归还原渠道资金 >= 850 万元 18700.0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 95 % 91.76         10.00          9.6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数 >= 10 篇 2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 >= 25 分 95         20.00         2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21年预算批复处理处罚成本支出补助资金150万元，由于保山市罚没收入较低实际拨付126.03万元。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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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施甸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施甸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施甸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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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8                      109.68        109.6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9.68                      109.68        1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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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审计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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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如下：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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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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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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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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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审计项目27项（当年计划项目24项，以前年度3项），完成审计项目25项（当年计划项
目22项，以前年度3项）。完成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6篇，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事项5件（涉
及金额379.42万元），审计项目中共查出问题金额328287.67万元，非金计量问题80项。截止2021年
12月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23710.67万元。根据被审计单位财务及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我局共提出审计建议86条，被审计单位采纳建议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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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调查报告
数量

>= 30 个 26         50.00         45.00 
受疫情影响及创文创卫等事务工作任务较重，审计
人员不足，部分审计项目未能按时完成。在今后工
作中将认真统筹好业务工作及其他事务工作确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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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篇 13          5.00          4.00 
信息系统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项目及涉密审计项目按规定不能对外公告。2022年
我局将科学制定审计结果公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度 >= 8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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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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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保山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保山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保山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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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9                      231.29        231.2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1.29                      231.29        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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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全市审计工作。（二）起草审计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向中共保山市委审计委员会提
出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受保山市人民政府委托向保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四）直接审计下列事项，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
内作出审计决定;（五）按照规定对县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六）组织实施对国家和省、州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财政预算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州级
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七）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依法办理被审计单
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州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有关重大案件。（八）指导和监督内
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九）与县（市）党委和政府共同领导县
（市）级审计机关。（十）职能转变。（十一）组织开展审计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指导和推广信息技术在审计领域的应用。
（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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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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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各项审计，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不断完善
、发挥实效；保障公共资金安全高效使用；维护国有资产资源安全完整，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保障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促进落实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审计人员计算机中级、知识结构调整及其他素质提升等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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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保山市审计局完成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27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资金521561.64万元，其中
违规资金35678.66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485882.98万元；审计处理处罚合计112147.42万元，其
中：应上缴财政2262.02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18700.05万元、应缴纳其他资金77804.59万元元、
应调整处理金额13380.74万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3914.44万元，移送处理事项1件涉
及金额22236.76万元；提出建议181条，提交审计信息52篇条、被批示采纳20篇条，在服务保山高质
量跨越发展中作出了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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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 >= 35 篇 31          5.00          4.4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35 个 27          5.00          3.8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优秀审计项目评选次数 >= 1 次 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审计覆盖率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 >= 850 万元 18700.05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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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91.76         10.00          9.6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结果公告率 >= 9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10 条 2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良好 >= 90 分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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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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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腾冲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腾冲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腾冲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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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6                      107.86        106.24         10.00         98.50                                        9.8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7.86                      107.86        106.24         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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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审计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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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如下：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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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低标高算，节约投资成本等问
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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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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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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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完成审计项目47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资金5.65亿元，其中：违规资金494.75万元，管
理不规范资金5.60亿元；查出非金额类问题20个。审计处理处罚资金4.30亿元，其中：上交财政
471.66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254.01万元，调账处理4.23亿元。政府投资审计核减多计工程价款挽
回经济损失778.68万元。移送纪委等相关部门问题线索5项，向市政府领导提交专报2篇，向社会公
告审计结果5篇。代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0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积极参与处理相关业务。参与落实中央、省、市审计查出涉及腾冲
问题整改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相关业务，积极抽派人员参加省审计厅开展的边境
立体化防控、边境示范小康村项目、涉粮项目、地热水资源、优化营商环境、直达资金、困难群众
救助资金审计，参加保山市审计局对施甸县人民法院院长开展的经责审计；根据市委市政府安排，
对全市疫情防控资金进行审计；积极参与市纪委处理境外香蕉替代种植信访案件、养老基金督查，
参与巡察组对交通局、团市委、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巡察工作，到新华乡、干教院对村干部及换届后
的村居监委会主任进行村级财务管理培训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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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40 篇 47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40 个 47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结果公告率 >= 95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计项目

>= 2 个 2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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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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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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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隆阳区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隆阳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隆阳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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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2                      130.32        130.32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0.32                      130.32        1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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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审计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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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如下：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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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低标高算，节约投资成本等问
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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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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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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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年度共完成审计项目36项（其中自然资源资产审计2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资金267812.29万
元，其中：违规金额8432.45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259379.84万元。
2.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152个。移送处理事项12项（移送有关部门12项）
3.审计处理处罚资金27811.68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612.27万元，应归还原资金渠道1826.1万
元，应缴纳其他资金7019.77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18353.53万元。
4.年度提出审计建议121条，已全部采纳。
5.年度提交审计信息49篇，被采纳18篇
6单位全年共组织审计人员素质提升培训3个班次，参加市审计局组织的培训2个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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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数量 >= 34 个 36         50.00         50.00 已完成指标值，无偏差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1 个 2         30.00         30.00 已完成指标值，无偏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示审计结果 >= 20 篇 25          4.00          4.00 已完成指标值，无偏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3.00          3.00 已完成指标值，无偏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度 >= 80 % 100          3.00          3.00 已完成指标值，无偏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资金来源：本级财政资金（云南省级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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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昌宁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昌宁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昌宁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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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5                      188.35        188.35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8.35                      188.35        1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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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审计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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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如下：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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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低标高算，节约投资成本等问
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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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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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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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完成审计项目34项(112个单位)，出具审计报告78篇，查出问题资金12.32亿元，为财政增
收节支2.73亿元。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8项涉及金额9690万元，充分发挥了审计“反腐利剑”作
用。荣获保山市建党百年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市纪委命名为“清廉机关”；荣获省级优秀计算机审
计案例1项；《昌宁县巡审联动村级财务收支情况专项审计调查》荣获省级优秀审计项目，村级“巡
审联动”监督工作经验在全省审计系统培训班上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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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40 篇 78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项目 >= 2 个 3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90          3.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简报信息数 >= 15 条 20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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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00          2.00 
2021年度审计结果已全部向社会公告。但总篇幅只
有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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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表

编制单位： 保山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龙陵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龙陵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龙陵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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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9                       88.79         88.7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8.79                       88.79         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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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审计项目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审计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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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县委县政府确定的目标要求。具体目标如下：
1.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目标是提高省级部门预算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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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低标高算，节约投资成本等问
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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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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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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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及上级审计机关共下达给龙陵县审计局审计项目任务25项，截止目
前完成审计项目25项。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28008.68万元，其中：违规金额541.65万元、管理不
规范金额27462.52万元。审计督促整改问题资金28008.68万元，其中：已上交财政162.2万元，已归
还原资金渠道545.97万元，已调账处理金额27282.25万元，已缴纳其他资金18.24万元。挽回（避
免）财政资金损失3049.14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督促整改项目投资减少财政支出2967万元。审计
提出审计建议26条，被采纳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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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审计项目 >= 30 个 25         25.00         20.00 
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龙陵县地处边境，疫
情防控压力较大，受其影响，我局2021年共完成审
计项目25个，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及调查报告 >= 30 篇 25         25.00         20.00 
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龙陵县地处边境，疫
情防控压力较大，受其影响，我局2021年共完成审
计项目25个，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1 个 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意见建议采纳率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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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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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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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