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40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益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科研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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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8                          64.58          60.27          10.00          93.33                                            9.3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4.58                          64.58          60.27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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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的实施，一是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减值的情况发生 ；二是国有重大安全事故 0期；三是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租金金额全额上缴财

政，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四是确保每个年度内收入保持总体平稳 ，弧度不超过10%；五是在年度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过程中 ，因管理

不当带来的投诉上访事件不超过 3起，从多方面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

该项目在2021年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国有资产流失 、减值的情况，国有重大安全事故 0起，国有资产有偿使用

租金金额全额上缴财政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2021年较2020年，收入保持总体平稳 ，2021年度国有资产有

偿使用管理过程中 ，未出现因管理不当带来的投诉上访事件 ，单位从多方面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充分发

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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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检查次数 >= 12 次 13          10.00          10.00 无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 0 次 0          10.00          10.00 无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零星修缮验收合格率 >= 90 % 95          10.00          10.00 无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零星修缮（维修）及时率 >= 95 % 98          10.00          10.00 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租房单价 <= 35 元 35          10.00          10.00 无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执行收支两条线 = 100 % 100          15.00          15.00 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0 次 0          15.00          15.00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投诉、上访次数 <= 3 次 0           5.00           5.00 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受益人员满意度 >= 98 % 100           5.00           5.00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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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厅本级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性支出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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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0.00                       2,940.00       4,086.18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40.00                       2,940.00       4,08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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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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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全覆盖的“经济体检”工作，助力修复和净
化云南政治生态，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机制，坚持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省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2021年度进行监督检查12次；
2.2021年度出具审计报告232份；
3.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金额705724万元；
4.全年未发生安全事故；
5.审计整改率91.45%；
6.信息数据安全100%，未发生信息泄露事件；
7.被审单位建立制度130项；
8.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211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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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检查次数 >= 6 次 12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具审计报告数 >= 100 个 232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金额 >= 10000 万元 705724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0 次 0           9.00           9.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整改率 = 80 % 91.45           7.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信息数据安全 = 100 % 100           7.00           7.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被审单位建立制度数量 >= 50 项 130           7.00           7.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 >= 35 篇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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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厅本级全国文明单位奖励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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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00                         954.00         919.61          10.00          96.40                                            9.6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54.00                         954.00         919.61          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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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目标要求，紧紧围绕审计中心工作，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审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素养，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完善国家治理做出贡献。
       一是扎实推进学习型审计机关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审计署党组关于加强学习型审计机关建设的意见》，全面系统地学习政治、
经济、法律、审计业务等各方面知识，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能力素质。
      二是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紧密结合审计机关特点，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三是切实改进审计机关工作作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审计署党组关于贯彻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实施意
见》文件要求，强化审理和质量检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审计铁军。
      四是积极培育和践行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审计文化建设，培育审计精神，努力践行“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
献”的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激励审计人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为审计事业多做贡献。
      五是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把审计职业道德作为审计人员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融入审计人员培训教育的全过程。
      六是大力倡导文明审计。加强文明审计专题宣传教育，不断强化文明审计是“保障线”的意识。
     七是继续开展“创建文明机关，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八是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批示，做不图享受、简单淳朴、无
私奉献的审计人。

1.该专项资金使用的受益对象覆盖率完成比例100%；
2.该专项资金发放准确率100%；
3.在14天以内完成该专项资金兑现工作；
4.2021年度社会舆论正面报到达到17次；
5.荣誉称号率继续保持100%；
6.未受到因资金拨付、计算等有关问题投诉、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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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金额计算准确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兑现时间 <= 30 天 14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舆论正面报导次数 = 10 次 17          15.00          1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荣誉称号保持率 = 100 % 100          15.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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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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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因公出国（境）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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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80.00          8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0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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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省部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意见》（中办发〔2013〕16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转发〈省外办、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
办发〔2014〕5号）等规定要求，加强境外交流，提高工作能力。通过对外合作交流，不断完善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学习借鉴
国外审计领域或标杆部门管理的先进理念、知识理论、创新做法和管理经验，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质创新，努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
野的高素质审计人才队伍，更好适应新时代审计事业发展需要。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年未发生因公出国工作，项目资金已全额上交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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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调研报告数量 >= 10 篇 1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出访计划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因公出国（境）经费节支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按时公示出访情况 = 10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年未发生因公出国工作，项目资金已全额上交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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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厅本级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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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2,500.00       3,144.5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00.00                       2,500.00       3,1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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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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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全覆盖的“经济体检”工作，助力修复和净
化云南政治生态，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机制，坚持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省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2021年全年出具审计报告232份，较2020年191份增加41份审计报告；
2.2021年审计计划完成率100%；
3.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705724元；
4.被批示、采用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5份；
5.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91.45%；
6.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30项；
7.年度综合考评结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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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具审计报告数量 >= 110 篇 232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 10000 万元 645415           9.00           9.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
调查报告

>= 4 条 5           7.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率 = 80 % 91.45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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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个 130           7.00           7.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年度综合考评结果 = 良好 等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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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审计厅审计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审计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审计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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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5                         247.65         247.65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7.65                         247.65         2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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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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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审计署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全覆盖的“经济体检”工作，助力修复和净
化云南政治生态，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机制，坚持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科学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省域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职能作用，为云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年出具审计报告5351份，实施审计项目4763个，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100%，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35161820000元，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数1458条，被采纳审计建议12260条，被审计单位及安全规章制度330
个，未接到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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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00 份 5351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审计项目数 >= 2600 个 4763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审计项目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 1000000 元 35161820000           9.00           9.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批示、采用审计信息数 >= 300 条 1458           7.00           7.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被采纳审计建议 >= 3000 条 12260           7.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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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个 330           7.00           7.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查（核查）人员被投诉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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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