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福贡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福贡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福贡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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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1 106.31 99.47 10.00 93.57 9.3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6.31 106.31 99.47 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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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贡县审计局作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中共福贡县委办公室  福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福贡县审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执行。
一是主管全县审计工作。二是起草或拟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是向福贡县人民政府县长提出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四
是根据职能要求，直接进行相关事项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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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审计信息系统。六是承办福
贡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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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经费106.34万元。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加强审计人员计算机知识结构培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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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政下达项目资金99.46万元，资金实际到位率100%。年初下达审计计划23项，年内新增
审计项目2项、调减审计项目4项，实际实施审计项目21项。截至2021年12月30日，出具审计报告18
份，审计调查报告1份、审计意见1份、审计专题报告4份、综合报告1份、审计要情4份、移送处理6
件，审计查出管理不规范金额114881.98万元，违规金额887.99万元。提出审计建议52条，被审计
单位全部予以采纳。我局2021年度绩效目标已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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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审计报告数 >= 21 份 25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21 个 75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8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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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个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合格 = 合格 等级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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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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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贡山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贡山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贡山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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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2 81.32 74.49 10.00 91.60 9.1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1.32 81.32 74.49 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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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山县审计局作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贡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贡山县审计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执行。
一是主管全县审计工作。二是起草或拟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是向贡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提出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四
是根据职能要求，直接进行相关事项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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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审计信息系统。六是承办贡
山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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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经费81.32万元。二是加强审计人员计算机知识结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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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贡山县审计局完成审计（调查）单位13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9192万元，其中：违规金额7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9185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37个；损益（收支）不实145万元；审
计期间整改金额703万元；处理处罚511万元，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744万元；提交审计（调
查）报告14篇；提出审计建议86条，被采纳76条，1个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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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17 份 14 16.50 14.50
2021年度因我单位在职人员减少，导致审计项目
数未能按照绩效指标值完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17 个 14 16.50 14.50
2021年度因我单位在职人员减少，导致审计项目
数未能按照绩效指标值完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80 % 0.8235 17.00 1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0.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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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数 >= 1 个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合格 >= 合格 等级 合格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21年审计业务经费预算下达数81.32万元，2021年支出数74.49万元，年底收回6.83万元，实际执行率应为100%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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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怒江州审计局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审计局 实施单位 怒江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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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 59.78 52.22 10.00 87.35 8.7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78 59.78 52.22 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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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为州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怒办字〔2019〕53号执行。（一）主管全州审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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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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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怒江州人民政府委托向怒江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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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审计（调查）单位23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33340万元，处理处罚10067万元，促进整
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9330万元；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处理事项12件，涉及金额
5309万元；提交审计（调查）报告31篇；提出审计建议54条，被采纳35条，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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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30 份 31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奖金兑现足额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效 <=
资金下达文件
规定时间延迟
5天内

天 5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64.81 15.00 12.15 原因分析为部分项目未到整改时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整改率 >= 80 % 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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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格 等级 良好等次以上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省审厅拨入成本性支出项目资金为52.22万元，实际执行率为100%。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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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兰坪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兰坪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兰坪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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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0 98.30 66.18 10.00 67.32 6.7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8.30 98.30 66.18 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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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坪且县审计局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兰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兰坪县审计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兰办发【2019】47号）执行。
一是主管全省审计工作。二是起草或拟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是兰坪县人民政府县长提出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四是
根据职能要求，直接进行相关事项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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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审计信息系统。六是承办兰坪
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绩效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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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经费98.3万元。。目
标任务：正确树立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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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标准化的计
算机审计方法体系和审计机关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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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坪县审计局2021年完成审计项目19个，查出问题金额10247万元，其中：违规金额37万元，管理
不规范金额10209万元；审计处理处罚金额1199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金额52万元，应归还原渠
道资金333万元；应缴纳的其他资金35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778万元。提出审计建议44条，被采用
44条。审计了17个单位，向社会公式8篇审计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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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20 份 19份 20.00 19.00
根据2021年审计情况统计报表填列。年初审计项
目计划实施数为20个，年末实际实施数为19个，
出具审计报告数为19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20 个 19个 15.00 14.00
根据2021年审计情况统计报表填列。年初审计项
目计划实施数为20个，年末实际实施数为19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80 % 0.95 15.00 14.00
根据2021年审计情况统计报表填列。年初审计项
目计划实施数为20个，年末实际实施数为19个。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19÷20*100%=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100%

100%

15.00 15.00
根据2021年审计情况统计报表填列。2021年提出
审计建议44条，被采纳审计建议44条。审计建议
采纳率44÷44*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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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个 1个 15.00 15.00
根据2021年审计情况统计报表填列。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项目1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良好 >= 合格 等级 优秀 10.00 10.00 县委县政府综合考评结果为优秀。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年中交回额度23.7万元，不算支出数，导致执行率偏低。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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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泸水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泸水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泸水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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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0 98.30 97.58 10.00 99.27 9.9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8.30 98.30 97.58 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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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水市审计局为市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泸水市审计局职能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泸办字〔2019〕35号）执行。一是主管全市审计工作。二是起草或
拟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监督执行。三是向中共泸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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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报告，向市长提出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四是根据职能要求，直接进行相关事项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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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建设审计信息系统。六是承办泸水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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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运行情况等开展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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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经费98.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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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紧扣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上级审计机关年度任务安排，加强对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等审计监督全覆盖，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
国，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基石和主要保障作用为指导思想，科学决策、合理部署审计工作，有力提
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
我局全年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审计项目开展， 2021年开展了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和财政决算草案审
计、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疫情防控专项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等审计项目，年内完成审计项目18个，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0个，审计查出问题
金额56684.89万元，其中：管理不规范金额56677.98万元、违规金额6.91万元、非金额计量问题
186个，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审计罚没收入6.91万元，已全额及时上交省级国库，缴库率100%，
提出审计建议48条，审计建议被采纳率100%，出具审计信息9篇，出具审计公告5个。通过审计监督
，维护财经经济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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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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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审计报告数 >= 20 份 2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20 个 18 20.00 18.00 在审项目2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80 % 9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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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个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合格 >= 合格 等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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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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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怒江州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怒江州审计局 实施单位 怒江州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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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0 153.70 140.56 10.00 91.45 9.1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3.70 153.70 140.56 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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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江州审计局为州政府组成部门，职能职责按照怒办字〔2019〕53号执行。
（一）主管全州审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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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共怒江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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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怒江州人民政府委托向怒江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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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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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项目经费
158.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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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审计（调查）单位23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33340万元，处理处罚10067万元，促进整
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9330万元；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处理事项12件，涉及金额
5309万元；提交审计（调查）报告31篇；提出审计建议54条，被采纳35条，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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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30 份 31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30 个 23 25.00 19.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64.81 15.00 12.15 原因是部分单位还未到整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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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个 1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合格 >= 合格 等级 良好等次以上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年初预算下达数为153.70万元，收回13万元。DBCS中支出进度表下达数为140.70万元，支出数为140.56万元。年底未用完的0.14万元财政已经收回，实际执行率为100%。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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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