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经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1.5万元。保障园区食品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宣传安全生产教育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1.5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1.5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1.50 1.50 1.50 0.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1.50 1.50 1.50 0.00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1.50 1.50 1.50 0.00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100.00%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100.00%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100.00%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度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8年10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100 5.0% 0.0% 10 10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3 23

数量指标 下企业检查次数 2018年20次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次 20 20 20 0.0% 0.0% 27 2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故起数 2018年0起 正向指标 等于 起 0 0 0 0% 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2018年115%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1.0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0.0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100.00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1.50÷1.50×6.00=6.00 6 6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1.50÷1.50×6.00=6.00 6 6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4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 5 5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5分 5 5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44.00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全部考虑到其他使用经费情况。 1.更加科学、细致考虑、安排经费合理使用况。
2.此项绩效目标设置有所欠缺，未能全面体现目标完成情况 2.更加科学、细致考虑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反映目标完成状况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保安人员专项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28.8万元。主要是保障园区监管全面、系统，维持园区秩序，保障园区运行安全。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28.8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28.8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28.80 28.80 22.66 6.14
1-1 其中：当年预算 28.80 28.80 22.66 6.14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28.80 28.80 22.66 6.14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78.68%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78.68%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78.68%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8年96%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78.68 17.0% 21.0% 10 8.28
最后一季度工资
未付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40 60.000004% 60.000004% 15 6
最后一季度工资
未付

数量指标
保安人员数 2018年10人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8 8 8 0.0% 0.0% 15 15

按合同规定维护园
区安全率

2018年98%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安工资增幅 2018年50元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元 50 50 0 100.0% 100.0% 40 0
未提高保安人员
待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5.4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6.2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49.28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22.66÷28.80×6.00=4.72 6 4.72 最后一季度工资未付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22.66÷28.80×6.00=4.72 6 4.72 最后一季度工资未付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2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最后一季度工资未付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不得分 5 0 最后一季度工资未付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2.44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考虑到保安人员具体的执行效率问题 1.应该考虑到保安人员的执行效率，优化预算
2.评价保安人员专项费用的绩效目标设置有所欠缺 2.应该更加全面、系统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目标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项目名称 仓库物业管理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一、基础信
息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67.57万元。为保障出口加工区各项对内、对外业务的正常开展。优化区内租聘仓库物业条件，方便企业开展业务。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67.57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67.57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67.57 67.57 50.67 16.90
1-1 其中：当年预算 67.57 67.57 50.67 16.90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67.57 67.57 50.67 16.90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74.99%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74.99%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74.99%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74.99 21.0% 25.0% 10 7.89
最后一季度费用
未付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22.5 13.5
最后一季度费用
未付

数量指标 租赁仓库企业满意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7.5 27.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招商企业数 2019年5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 5 0.0% 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2019年105%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12.2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13.0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8.89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50.67÷67.57×6.00=4.50 6 4.5 最后一季度费用未付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50.67÷67.57×6.00=4.50 6 4.5 最后一季度费用未付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4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最后一季度费用未付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得3分 5 3 最后一季度费用未付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7.00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能够及时跟进费用付款执行情况 1.及时跟进，做到当年事当年毕，不拖沓。
2.未考虑到其他仓库管理的其他方面 2.更加科学、细致考虑、仓库管理评价情况。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出口加工区基础配套设施及景观提升工程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303.80万元。全面提升福州出口加工区总体形象，优化招商环境，达到为园区招商引资，促进马尾经济发展的目的。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303.8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235.6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681.60 681.60 640.71 40.89
1-1 其中：当年预算 303.80 0.00 0.00 0.00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681.60 681.60 640.71 40.89
1-3 当年调整 -303.80 —— —— ——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681.60 681.60 640.71 40.89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0.00%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0.00%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94.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94.00%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8年9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0 100.0% 100.0% 10 0
调整当年绩效，
使用以前年度指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7年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22.5 13.5
调整当年绩效，
使用以前年度指

数量指标 吸引企业数 2018年10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 5 0.0% 0.0% 27.5 27.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吸引人才入驻数 2019年10人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10 10 10 0.0% 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2018年105%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28.0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28.0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1.00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6 0 调整当年绩效，使用以前年度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640.71÷681.60×6.00=5.64 6 5.64 根据项目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执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640.71÷681.60×6.00=5.64 6 5.64 根据项目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执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2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4 未能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调整当年绩效，使用以前年度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不得分 5 0 调整当年绩效，使用以前年度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0.28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该工程包涉及的项目多且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未考虑因素 1.积极与施工方、监理公司协调，及时增补
2.该工程包量大，涉及不同类型的采购方式 2.多次与采购办及代理公司沟通，熟练掌握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出口加工区办事处投资服务中心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出口加工区办事处投资服务中心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海关午餐补贴及驻勤补贴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15.12万元。主要保障驻加工区海关人员，方便企业就近报关，更好地服务区内企业。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15.12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0.0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15.12 15.12 6.09 9.03
1-1 其中：当年预算 15.12 15.12 6.09 9.03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15.12 15.12 6.09 9.03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40.28%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40.28%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40.28%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8年82.73%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40.28 58.0% 60.000004% 10 4.24
海关人员数有所
变动，部分伙食
费未付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8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22.5 13.5

应该考虑海关就
餐情况以及人员
变动的原因变动
造成预算执行偏

数量指标 通关时效
2018年不超过一个

工作日
反向指标 小于等于 个工作日 1 1 1 0.0% 0.0% 27.5 27.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吸引入驻企业 2019年5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 5 0.0% 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2018年102%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19.6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20.0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5.24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6.09÷15.12×6.00=2.42 6 2.42 海关人员数有所变动，部分伙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6.09÷15.12×6.00=2.42 6 2.42 海关人员数有所变动，部分伙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编制预算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4 未能合理编制预算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海关人员数有所变动，部分伙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得3分 5 3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2.84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考虑到海关就餐情况以及人员变动的原因。 1.应该考虑海关就餐情况以及人员变动的原因变动造成预算执行偏差。
2.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跟进并设置预算 2.应该考虑海关就餐情况以及人员变动的原因及时修正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业务经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为保障出口加工区各项对内、对外业务的正常开展。2020年度业务费安排50万元，包括水电费、邮电费、年鉴、理事会费、电梯维保费、办公楼日常维护修缮费、汽车衡维保费、党建经费、综治文明单位工作经费等。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5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50.0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50.00 50.00 48.30 1.70
1-1 其中：当年预算 50.00 50.00 48.30 1.70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50.00 50.00 48.30 1.70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96.60%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96.60%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96.60%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8年99.43%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96.6 2.0% 3.0% 10 10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8年83.33%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20 12
水电使用有寒暑
高峰期且不确定

数量指标
用水量 2018年3570吨 月均 反向指标 小于等于 吨 3600 3600 776.42 78.0% 78.0% 15 15

用电量 2018年22700千瓦时 月均 反向指标 小于等于 千瓦时 23000 23000 31094 35.0% 35.0% 15 0
水电使用有寒暑
高峰期且不确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水电费节约率 2018年1.24%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3 1.3 1.5 15.000001% 15.000001% 40 4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4.0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4.2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77.00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48.30÷50.00×6.00=5.80 6 5.8 零碎业务费用下年度支付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48.30÷50.00×6.00=5.80 6 5.8 零碎业务费用下年度支付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2 未能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水电使用有寒暑高峰期且不确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不得分 5 0 水电使用有寒暑高峰期且不确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4.60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全部考虑到其他使用业务费情况 1.更加科学、细致考虑、安排业务费使用情况。
2.预算设置不够精准，缺少数据分析 2.需与实际结合编制预算，并及时跟进调整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2月22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招商及工业运行协调专项经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参公事业单位□ 非参公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单位地址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洋路177号 邮政编码 350015
单位负责人 江旭 职务 局长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科员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预算执行年限2020年，预算安排10万元。主要是为园区招商引资，促进马尾区经济发展。协调与区委、区以及海关等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关系。

项目类型 常年发展性项目■ 一次性发展项目□ 业务性专项□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标杆管理法□ 其他方法:■

2020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1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10.00

二、项目资
金情况

序号 资金性质 计划数(万元) 核拨数(万元) 支出数(万元) 结余数(万元)
1 本级财政资金 10.00 10.00 9.97 0.03
1-1 其中：当年预算 10.00 10.00 9.97 0.03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10.00 10.00 9.97 0.03
对下转移支付数（万元） 0.00

当年预算执行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计划数) 99.70%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99.70%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 0.00%
预算综合执行率(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计划数) 99.70%

三、评价指
标(100%)

预算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明细说明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计量单位 目标值
监控时预测完成

值
完成值

实际完成值
与目标值偏
离度

实际完成值
与监控预测
完成值偏离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

原因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99.7 5.0% 0.0% 10 10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2019年100%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27.5 16.5
2020年受新冠疫
情影响

数量指标 投资额 2018年13亿元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亿元 13 13 5.99 54.000004% 54.000004% 22.5 10.37
2020年受新冠疫
情影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招商企业数 2018年10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 10 100.0% 100.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2019年105%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20 20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目标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9.80%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偏离度合计数/预算绩效目标个数*100%，不含监控预测值为0且实际完成值不为0的预算绩效目标） 38.8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76.87
原始自评等级 □优（S≧90） □良（90﹥S≧80） ■中（80﹥S≧60） □差（60﹥S）

四、调整指
标（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计算过程 分值 得分 指标未得满分原因

产出指标 支出情况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 本指标6分。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A=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 9.97÷10.00×6.00=5.98 6 5.98 剩余小额预算，预算偏差较小
结余结转资金执行率 本指标6分。结余结转资金使用率B=以前年度结余结转支出数/以前 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本项得6分 6 6
预算综合执行率 本指标6分。预算综合执行率C=本级财政资金支出数/本级财政资金 9.97÷10.00×6.00=5.98 6 5.98 剩余小额预算，预算偏差较小

过程管理
绩效管理

评价工作组成员 本指标1分。评价工作组成员资质符合财政部门年度评价方案要求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3 1 1
目标编制数量 本指标6分。绩效目标编制数量达到5个得1分，每增加1个得1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未能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目标全面程度 本指标5分。（1）编制满意度类型指标得2分；（2）产出、效益类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5 4 未能合理编制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得5分，5%＜D≤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绩效监控填报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及时上报监控表和监控报告得3分，实际上报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 本指标5分。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5%得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值综合偏离度E≥25%不得分 5 0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绩效监控应用情况 本指标3分。项目单位开展绩效监控时认为应减少下年度项目预 绩效监控认为不需减少下年度预算，本指标得3分。 3 3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有管理制度得2分（内容可包含但不局限于：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有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得2分，有1处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无 项目管理符合管理制度，本指标得2分 2 2

调整指标数 12 调整指标总分 50.00 调整指标得分（C） 36.96
五、评价结
论

评级标准 1.评价指标得分S≥90时，评价等级为“优”；90﹥S≧80时，评价等级为“良”；80﹥S≧60时，评价等级为“中”；S＜60时，评价等级为“差”。
最终自评等级 □优 □良 ■中 □差

六、问题与
建议

存在问题 改进建议
1.未能及时了解企业生产投资状况，深度了解企业 1.协助企业引进优质项目，引导企业增资、备案；积极扶持企业转型升级，促其尽快投产。
2.未能及时结合实际情况如此次疫情，合理设置目标 2.更加科学、细致考虑，结合实际设置预算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江旭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陈祖球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副局长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蒋碧辉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李舒欣 福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科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 管 部 门(公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