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镇康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镇康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镇康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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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8                       88.28         70.82         10.00         80.22                                        8.0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8.28                       88.28         70.82         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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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开展审计工作 ，对本县的大部分单位的财务及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对各个单位提出合法合规的审计建议并出具审计报

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建议 ，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告 。

通过开展2021年审计工作，我单位对全县18家单位开展了审计或延伸审计 ，向各个单位提出合法合

规的审计建议40条并全部被采纳，全年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16篇，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

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建议 ，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告 ，共发表审计结果公

告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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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20 篇 16         25.00         20.00 
由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单位人员被大量抽调进

行边境及网格值守 ，造成人员不足，无法按计划完
成年初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0 家 18         25.00         22.50 
由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单位人员被大量抽调进

行边境及网格值守 ，造成人员不足，无法按计划完
成年初目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30.00         30.00 审计建议全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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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00          8.50 
由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单位人员被大量抽调进

行边境及网格值守 ，造成人员不足，无法按计划完
成年初目标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由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我单位人员被大量抽调进行边境及网格值守 ，造成人员不足，无法按计划完成年初目标 。以上绩效数据来源为我单位 2021年审计情况表，该报表已按要求上

报。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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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表

编制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耿马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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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2                       89.02         88.97         10.00         99.94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9.02                       89.02         88.97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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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省委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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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开展各类审计业务项目 ，2021年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15篇，审计单位64个，审计

建议采纳率100%，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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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
报告

>= 25 篇 15         25.00         15.00 
一是我县属于边境县 ，截止2021年12月末在职人员

16人，根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开展疫情防控常
态化工作，主要力量投入到包村 、包网格管理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25 个 64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80 %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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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00          6.50 
因2021年减税降费4个项目，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4个

项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2个项目、配合上级
的2个项目，共计12个项目不向社会公告 ，所以完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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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表

编制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沧源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沧源自治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沧源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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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6                       89.76         89.72         10.00         99.96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9.76                       89.76         89.72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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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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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十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强化
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和支出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切实加强支出预算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的思想，坚持精打细算，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加大各类资金统筹力度，有效盘活存量资金，最大限度统筹财政资金支
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和预算编审激励机制，进一步做实项目库，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加大绩效结果应用和激励约束。在以上总体要求下，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具体要求将有重大调整，全省各级审计机关应高
度重视，深入领会和学习，确保预算编制工作圆满完成。全省各级审计机关暂以2020年初预算批复数为基础编制预算，根据省财
政厅关于压减支出的具体要求，适时予以调整。

2021年，沧源县审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中央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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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级审计机关和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依法履
行审计监督职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2021年计划审计项目18个（本级项目14个，配合省市级项目4
个），全年完成审计项目18个。实施完成本级的14个审计项目中，审计发现问题90个（含非金额问
题41个），涉及问题资金119493.27万元，其中：违规资金11873.38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
107619.89万元。移送有关部门9个审计疑点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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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3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数量 >= 16 个 19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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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篇 11         20.00         18.33 
本年完成本级审计项目14个，因部分项目不单独出
具审计报告，所以本年度实际出具11篇审计报告。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意见、建议采纳率 = 8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问题整改率 >= 80 % 85.64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抽调外单位专项工作人次 >= 5 人次 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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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12 篇 6          3.00          1.50 
因经责审计项目不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所以只完
成公告6篇。今后在指标设定时要注意考虑经责审
计的数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4 篇 2          3.00          1.50 
本年度完成被批标2篇，未完成原因是编写审计信
息3篇均未被采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满意度 = 满意评价 次 满意评价1次          4.00          4.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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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双江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双江自治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双江自治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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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                       68.89         68.9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8.89                       68.89         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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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职能职责，按照中央审计委员会、国务院和审计署对
审计工作总体部署和云南省审计委员会、审计厅的工作安排，结合双江县审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对双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
作安排，双江县审计局认真履行职能职责，科学合理制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推动
廉政建设，促进各项惠民政策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落实，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2021年完成审计单位30个，完成审计项目30个；年度工作考核和专项工作考核达到良好以上；审计
整改率达95%以上，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14396.6万元以上；报人大审计工作满意率90%以上，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30个以上，审计建议采纳率95%以上,审计单位42个，年度考核结果95%，专项工
作完成情况90分，审计项目完成时限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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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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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个 3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40 个 42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工作考核结果 >= 90 分 9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项工作完成情况 >= 95 分 95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审计项目完成时限 >= 90 % 1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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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
题金额

>= 3000 万元 14715.9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1000 万元 6985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审议满意率 >= 9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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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3          2.00          1.00 
向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日常汇报较少。下
步将加强工作汇报力度，争取县委、县政府和上级
审计机关的支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30 篇 24          2.00          1.00 
审计结果公告篇数不达标。下部将加强审计结果公
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媒体宣传报道 >= 10 篇 5          1.00          0.50 
审计信息报送较少。下步将充分调动审计人员信息
撰写积极性，加强审核把关，积极报送信息。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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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临翔区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临沧市临翔区审计局 实施单位 临沧市临翔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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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5                      114.65        114.11         10.00         99.53                                        9.9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4.65                      114.65        114.11         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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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区委区政府 、市审计局、省审计厅确定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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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翔区审计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以及 “八月回信”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年初审计项目计划 ，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

1.加强机关党的建设 ，提升政治机关内涵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高
质量发展，为有效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证 。

2.紧紧围绕“六保”“六稳”，深化政策跟踪审计 。按照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

求，开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重点关注减税降费 、“三保”资金、稳就业等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

3.紧紧围绕“过紧日子”，深化财政审计。关注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开展区本级预

算执行审计和财政决算草案审计 。采取“重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疑点自证相结合 ”的方式，开

展部门预算单位审计全覆盖审计 。
4.深化投资审计，围绕我区重点项目建设 ，对邦东、马台、博尚、圈内、平村等5个乡镇实施的易地

扶贫安置点项目 、2017年村级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社会福利院综合楼项目 、老年人（老干部）活动

中心建设项目、建制村通畅工程等 11个项目进行审计 。 

5.紧紧围绕权力运行 ，深化经济责任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深入贯彻执行新修订的经责两办 《

规定》，组织开展了1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责任）审计、7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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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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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个 4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40 个 4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 9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 （任
中）审计项目

= 1 个 1          5.00          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85.6         10.00          8.56 
根据近3年审计发现共 382个问题涉及76个审计项

目，现已完成整改问题 327个，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率为327/382=85.60% 。按审计整改率介于 6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35 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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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篇 15         10.00          7.00 
数据来源：根据2021年1-12月审计工作综合情况报

表（一）中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9篇，未包括

2021年1-4月向社会公告 2021年审计结果公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抽调外单位专项工作人次 >= 2 人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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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1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数据来源 ：根据2021年1-12月审计工作综合情况报表 （一）中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数量 23个，但未包括区管干部离任经济事项

交接鉴证报告 10个；参与省、市审计机关组织的审计项目 7个；区级预算单位 2020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项目只按综合报告统计 1个（实际出具审计报告 6个，审

计单位6个，未纳入统计数 5个），以上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数量合计应为 45个。    2、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的数据来源 ：根据2021年1-12月审计工作综合情况报表

（一）中向社会公告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26篇，但未包括2022年1-4月向社会公告 2021年审计结果公告 10篇，合计公告36篇。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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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永德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永德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永德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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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4                      112.24        107.08         10.00         95.40                                        9.5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2.24                      112.24        107.08         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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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级审计机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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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部门预算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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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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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18 个 10         25.00         25.00 
因统计报表以项目为单位来统计审计单位数 ，预算
执行全覆盖一个项目共审计 10个单位，统计报表只
上报1个单位，实际完成19个单位。改进措施：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调查报告 >= 20 篇 14         25.00         20.00 
因设定预算绩效值时间与实际审计项目计划实际有
差异，2021年度实际项目计划在预算绩效计划上有
调整，实际计划已全部完成 。措施：完善2022年度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
计项目

>= 1 个 1         20.00         2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 9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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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篇 0          3.00          0.75 
因做统计报表时，项目结果未进行公告 ，公告时间
为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 ，所以实际完成情况与统计
报表有差异。实际完成公告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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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满意度 >= 满意评价 次 12          4.00          4.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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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凤庆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凤庆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凤庆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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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8                      142.38        142.3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2.38                      142.38        1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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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庆县审计局2021年至2023年预计完成不少于91个，“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第一期（工程投资审计）、第二期（预算执行审计）、
第三期（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第四期（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四个软件的开发使用，将大大提高审计项目的完成数量和质量。
主要完成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全覆盖），预算执行审计（（全覆盖），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上级统审项目
（以上级安排文件为准）。

2021年实际完成审计项目计划135个，主要完成经济责任审计4个，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全覆
盖）25个，预算执行审计（全覆盖）72个，固定资产投资审计33个，上级统审项目1个。出具审计报
告135篇，对完成的审计项目，完成后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检查次数不少于5次，审计项目计划完成
率、审计建议采纳率达100%的完成和采纳，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在年度内达到了90%以上，信息数据
安全100%，系统全年正常运行时长不少于8750个小时。系统正常使用年限不少于20年，对使用人员
满意度不少于95%。我单位每年综合性考核参与县级考核，2021年我单位保持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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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91 份 13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审计整改检查次数 >= 5 次 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91 个 13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信息数据安全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100 % 13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系统全年正常运行时长 >= 8750 小时 8750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100 % 100          2.00          2.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 90 % 90          3.50          2.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100 % 10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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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个 2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 20 年 2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5 % 95          5.00          4.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良好 = 优秀 等次 优秀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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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临沧市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临沧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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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18                      306.18        295.56         10.00         96.53                                        9.6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6.18                      306.18        295.56         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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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及省审计厅确定的目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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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市委审计委员会和省审计厅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依法审计、履职尽责，全
面开展项目审计工作。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完成审计(调查)项目 46 项，其中：完成当年计划项目 42 项，完成以前年度项目 4 项。审计单
位60个（审计37个，专项审计调查9个，延伸审计单位14个）。
2.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717317万元。其中：违规金额 496 万元，损失浪费金额2152万元，管理不
规范金额714668万元。审计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 185 个。损益收支不实209324万元。
3.审计处理处罚金额406051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 13958 万元（其中：罚没0万元），应减少财
政拨款或补贴0万元，应归还原资金渠道184361 万元，应缴纳其他资金 616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 
207114万元。
4.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12666万元。其中：增收节支1536万元（已上缴财政1532万元，已
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0万元，已归还原资金渠道4万元）；已缴纳其他资金329万元；已调账处理金额
10800万元。审计促进拨付资金到位36321万元，审计后挽回（避免）损失0万元，投资审计核减投资
额882万元。
5.审计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线索25件，移送处理人员0人，移送处理金额131650万元。
6.通过审计，共提出审计建议 134 条，被采纳审计建议134条，其中建议制定修改部门规定0条。提
交审计信息23篇（其中：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5篇，信息简报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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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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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 个 67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60 个 6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 95 % 1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15 篇 20         10.00         10.00 
2021年共提交审计信息23篇（其中：审计专题、综
合性报告5篇，信息简报18篇），被批示、采用审
计信息20篇，因统计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相关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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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 90 % 0.9107         10.00          6.00 
2021年审计查出问题269个，本年度共整改245个，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245/269=91.07%。但未全部整
改，扣4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被采纳率 >= 90 % 1          4.00          4.00 
根据《审计情况报表》，2021年通过审计共提出审
计建议134条，被采纳审计建议134条，审计建议采
纳率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政府审议满意度 = 满意评价 % 满意          4.00          4.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抽调外单位专项工作人次 >= 3 人次 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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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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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临沧市审计局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临沧市审计局 实施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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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                       73.50         76.73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3.50                       73.50         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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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明确，全面推进全市审计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发掘亮点，发现短板，扬长补短，确保顺利通过复查，保持“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进一步牢固树立干部职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审计理念，确实转变机关作风，增强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

2021年，全市9个审计机关均被评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其中：临沧市审计局、临翔区审计局、
云县审计局和凤庆县审计局，继续保留“全省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永德县审计局在本年度获得
“全省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推行 “道德讲堂”宣讲活动，着重宣扬道德模范和审计一线人员先
进典型事迹； 开展了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按时兑付精神文
明奖励金，准确率100%，受益对象覆盖率100%，因资金拨付、计算等有关问题投诉、上访次数为0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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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对象覆盖率 >= 9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金额计算准确率 >= 90 % 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效 >=
资金下达文件
规定时间内兑
现

人次 118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荣誉称号保持率 >= 9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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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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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表

编制单位： 临沧市审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县审计局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县审计局 实施单位 云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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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4                      109.94        109.75         10.00         99.83                                        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9.94                      109.94        109.75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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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职能职责，按照中央审计委员会、国务院和审计署对
审计工作总体部署和云南省审计委员会、审计厅的工作安排，结合云县审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对云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安
排，云县审计局认真履行职能职责，科学合理制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推动廉政建
设，促进各项惠民政策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落实，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2021年止，完成各项绩效目标情况是：一、产出目标完成情况：实施审计项目33个，完成计划33个
的100%，审计（调查）单位个数45个，完成指标值45个的100%，专项工作完成率100%，年度综合考
核结果95分，取得优秀，审计项目完成时限87.87%，低于目标2.13%；二、效益目标完成情况：为国
家增收金额1829万元，完成年初绩效目标1200万元的152.42%，；审计查处整改落实主要问题金额
2024.00万元，完成绩效目标2000万元的101.20%；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审计建议采纳率为
98.40%，遵守审计纪律满意率为100%，较好完成绩效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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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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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个 29         15.00         11.00 
偏差原因：一是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抽人参加省
、市项目和县内相关工作，造成人力严重不足；二
是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出现核实认定困难无法按时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单位 >= 45 个 45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度工作考核结果 >= 90 分 9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项工作完成情况 >= 90 分 1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审计项目完成时限 = 90 % 87.87          5.00          4.00 
偏差原因：一是在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抽人参加省
、市项目和县内相关工作，造成人力严重不足；二
是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出现核实认定困难无法按时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应归还原渠道资金金额 >= 1200 万元 1829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90 % 95.3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
额

>= 2000 万元 2024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对审计工作报告评价 =
满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 满意          2.00          2.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10 篇 5          2.00               
偏差原因：指标值设定偏高。改进措施：科学合理
设定指标值。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 >= 30 个 29          2.00          1.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审计建议采纳率 >= 95 % 98.4          2.00          2.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媒体宣传报道 >= 16 次 11          2.00          1.00 
偏差原因：疫情影响，满意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改
进措施：加大线上宣传。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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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