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宁蒗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宁蒗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宁蒗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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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7                      136.57        136.57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6.57                      136.57        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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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蒗县审计局总体目标：我局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和
审计署统一部署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
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改革、发展、安全、绩效”目标，严格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坚持应审尽审、凡审必严，坚持
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大力推进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的审计全覆盖，充分发挥了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部门履职绩效目标主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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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指标从“产出指标”、“满意度指标”、“效益指标”三个方面设置指标，具体
为：2021年-2023计划完成审计项目75个以上，并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90个以上，审计整改率达到95%以上，审计建
议被采纳率达到95%。通过对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调查报告数量的考核，直观反映开展各项审计项目工作取得的产出，通过对审计
查出问题金额的考核，直观反映开展各项审计项目工作取得的成效；通过对建议被采纳率的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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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际完成审计项目21个，涉及审计单位101家并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32篇，完成
自然资源审计项目1个，审计整改率达到96%，提出应归还原渠道资金885万元，审计建议被采纳率达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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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单位 >= 25 个 101         25.00         25.00 
21个项目涉及单位101个（其中县级部门预算执行
全覆盖审计项目就涉及73个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和调查报告 >= 30 篇 32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400 万元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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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5 % 96         10.00         10.00 
已整改审计查出问题/提出的审计查出问题
=74/77=96.1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95 % 100         10.00         10.00 
被采纳审计建议数量/提出审计建议数量
=35/35*100%=1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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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丽江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丽江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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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1                      268.41        268.13         10.00         99.90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8.41                      268.41        268.13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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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总体目标：
（一）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地生根。
（三）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范权力运行。
（四）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五）加大投资审计力度，提高投资效益。
（六）加大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力度，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建设生态经济。
（七）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2021年实际完成情况：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40个，完成率为114.29%；审计信息数量完
成62篇，完成率413.33%；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229490万元，完成率为2294.9%；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任中）离任审计项目1个，完成率为100%；审计整改率82.95%，完成率为92.17%；审计建议
被采纳率86.8%以上，完成率为115.73%；遵守审计纪律情况满意率在97%，完成率为102.11%；人大
审议满意度在“很满意”以上，完成率为100%；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20篇，完成率为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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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数量 >= 15 个 6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和调查报告数量 >= 35 篇 4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金额 >= 10000 万元 22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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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82.95         10.00          7.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 >= 75 % 86.8          2.50          2.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遵守审计纪律情况满意率 >= 95 % 97          2.50          2.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度 >= 很满意 次 很满意          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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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50          2.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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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玉龙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玉龙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玉龙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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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9                       87.39         87.3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7.39                       87.39         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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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期总体目标：（一）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加大投资审计力度，提高投资效益
。（三）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范权力运行。（四）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五）加强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地生根。（六）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2021年度目标指标：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数量在61个，其中：预算执行13个，稳增长
跟踪审计6个，经济责任审计10个（含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4个），民生专项资金审计10个。固定
资产政府投资审计22个。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在173万元，被审计单位采纳审计建设率在100%，审
计项目整改率在95.3%，遵守审计纪律情况满意率在100%以上，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数
量在72个，审计信息数量在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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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出具审计和调查报告数量 >= 23 篇 61         20.00         20.00 
年初预算指标设置年度出具审计和调查报告数量应
为23篇，实际完成61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布及报送的审计信息数量 >= 15 篇 16         10.00         10.00 
年初预算指标设置发布及报送的审计信息数量应为
15篇，实际完成16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100 % 265.22         20.00         20.00 
年初预算指标设置审计项目计划完成23个项目，实
际完成61个项目.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100 万元 173         10.00         10.00 
年初预算指标设置应归还原渠道资金应为100万
元，实际归还原渠道资金为173万元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项目 >= 1 个 4          5.00          5.00 
年初预算指标设置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项目应为
1个，实际完成4个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5.3         10.00         10.00 
审计报告反映问题234个，223个问题已经得到全面
纠正，2个问题已经无法整改，9个问题下在进行整
改，整改率达95.3%。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数量

>= 60 % 72          5.00          5.00 
年初预算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数量应为60
条，实际建立规章制度72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审计单位采纳审计建议情况 >= 90 % 100          5.00          5.00 提出审计建议192条全部采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遵守审计纪律情况满意率 = 90 % 100          5.00          5.00 
据被审计单位反馈，审计组无违反审计纪律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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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永胜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永胜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永胜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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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                      106.81        106.68         10.00         99.88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6.81                      106.81        106.68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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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十届四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审计署统一部署要求 ，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

实施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 ，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围绕“改革、发展、安全、绩效”目标，严格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坚持应审尽审、凡审必严，坚持创新审计方式方法 ，大力
推进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的审计全覆盖 ，充分发挥了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部门履职绩效目标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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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指标从“产出指标”、“满意度指标”、“效益指标”三个方面设置指标 ，具体为“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
计调查报告数量在 38个以上，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金额 800万元以上，审计建议被采纳率在 90%以上，人大审计满意度在 90％以上,
出具审计信息15篇。”，通过对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调查报告数量的考核 ，直观反映开展各项审计项目工作取得的产出 ，通过对

审计查出问题金额的考核 ，直观反映开展各项审计项目工作取得的成效 ；通过对建议被采纳率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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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审计成果运用 ，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

共完成审计（调查）项目35个，其中：预算执行审计8个，行政事业审计3个，企业金融类3个，专项
资金审计12个，政府投资审计9个。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 173070万元，其中：违规金额36万元、管

理不规范金额173033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 79个，损益（收支）不实9万元，审计发现侵害
群众利益15万元，审计期间整改金额 480万元。审计处理处罚2949万元，其中：应上交财政2144万
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 25万元，应缴纳其他资金 5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 773万元。通过审计核减工

程投资金额539万元，审计后挽回避免损失 431万元。通过审计，提交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20篇，审计提出建议53条，被采纳审计建议 52条，促进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施 3条，审计促进整改
落实有关问题资金 493万元。
同时，把审计跟踪问效工作列为审计工作重点 ，对审计整改情况实时进行跟踪督促检查 ，并向社会

公开审计整改结果 ，以公开促整改，提高审计整改效果 。2021年审计发现问题 82个，已整改完成75
个，正在整改7个；对于正在整改的问题 ，将持续关注整改落实情况 ，直至清零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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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和调查报告数量 >= 38 个 35         15.00         12.00 
原因：我局由于审计人员较少造成计划变更 ，计划
经验不足，计划不科学。改进措施：吸取经验教
训，争取下一次审计项目计划合理科学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数量 >= 15 篇 26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38 个 35         20.00         18.00 审计项目计划调整 ，审计项目单位有所调减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项目 = 1 个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金额 >= 800 万元 17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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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计满意度 >= 90 % 98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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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华坪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华坪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华坪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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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9                      114.09        113.76         10.00         99.71                                        9.9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4.09                      114.09        113.76         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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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严格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财经纪律法规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家审计署 “八不准”、“四严禁”审计纪律等规定 ，坚持

原则，依法审计。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大投资审计力度 ，提高投资效益。加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规范权力运行。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 ，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促进政策落地
生根。强化审计成果运用 ，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数量在 23个，审计建议被采纳率在 100%，审计整改率92.81%，出
具审计信息12篇。

  (一）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二）加大投资审计力度 ，提高投资效益。
（三）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规范权力运行。

（四）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 ，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
（五）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促进政策落地生根 。
（六）强化审计成果运用 ，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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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量 >= 30 个 23         20.00         16.50 
2021年项目计划中投资审计项目截至 2021年12月31
日因资料不全暂未出具审计报告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数量 >= 10 篇 12         10.00         10.00 2021年审计信息12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0 个 22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 >= 200 万元 49479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70 % 92.81         10.00         10.00 
2021年审计项目查出问题 278条，整改258条(含正
在整改34条），未整改20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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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 100         10.00         10.00 
被采纳审计建议数量 /审计提出建议数量 *100%；
2021年审计提出建议 80条，采纳审计建议80条。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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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丽江市审计局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丽江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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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8                      164.58         32.90         10.00         19.99                                        2.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4.58                      164.58         32.9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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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总体目标：
（一）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促进政策落地生根。
（三）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范权力运行。
（四）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五）加大投资审计力度，提高投资效益。
（六）加大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力度，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建设生态经济。
（七）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增强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

2021年实际完成情况：完成审计单位154个，完成率为154%；资金在下达规定时间内兑现，完成率
100%；荣誉称号保持率100%，完成率为100%；因资金拨付、计算等有关问题投诉、上访次数为0次，
完成率100%；审计建议采纳率93.45%，完成率为1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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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单位 >= 100 个 154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效 <=
资金下达规定
时间内

次
资金下达规定
时间内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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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资金拨付、计算等有关问题
投诉、上访次数

<= 0 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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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 % 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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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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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古城区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古城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古城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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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                       61.53         61.27         10.00         99.58                                        9.9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1.53                       61.53         61.27         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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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二）加大投资审计力度 ，提高投资效益。

（三）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规范权力运行。
（四）加强民生领域项目审计 ，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
（五）加强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促进政策落地生根 。

2021年，丽江市古城区审计局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审计委员有关会议精神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审计署和省委
、省政府安排部署 ，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 
按照我局2021年审计项目计划 ，共完成审计项目 24个（其中，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

审计项目1个），涉及审计单位24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 120702万元，其中违规金额285万元，管理
不规范资金120416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71307万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 71440
万元。提出审计建议75条，被采纳审计建议 73条，审计建议被采纳为 97.33%。涉及问题正在进行整
改。出具审计信息28篇。审计工作在严肃财经法纪 、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利益、促进廉政建设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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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和调查报告数量 >= 17 篇 24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17 个 24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信息 >= 10 篇/组 2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200 万元 71307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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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 >= 900 万元 7144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9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70 % 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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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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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