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21年03月19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大唐高鸿办公场所租金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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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根据区政府和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大唐高鸿可信产业投资协议》以及区委区政府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关于研究大唐可信产业入驻福州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二七四）
》，区政府提供创新发展中心7号楼整栋（5315.23㎡）和5号楼人才公寓12、14层（2539.06㎡）给大唐高鸿使用。办公场所租金为50元/月/㎡，按照“3年+2年”考核模式（前三年免租，若前三年完成考核总任务，
后2年继续免租）执行，人才公寓租金政策为大唐高鸿按8元/平方米/月标准缴交所承担的人才公寓租金，差额部分由区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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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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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89 106.30 0.00 106.30

1-1 其中：当年预算 513.20 106.30 0.00 106.30

1-2
      以前年度结
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198.31 —— —— ——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314.89 106.30 0.00 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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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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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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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62.14 0 100.0% 100.0% 10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40 50 50.0% 25.0% 10 5
财政资金未拨
付，预算资金未
执行。

数量指标

提供办公面积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平方米 5447 5315.23 5315.23 2.0% 0.0% 10 9.76
根据实际测量所
得。

装修面积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平方米 5000 5315.23 5500 10.0% 3.0% 15 15

入驻人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50 50 71 42.0% 42.0%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采用抽样调查
的方式，对大
唐高鸿区域内
四家企业发放

问卷。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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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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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

评价指标数 6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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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0.00÷106.30×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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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转资金计划数”

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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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

不得分。
0.00÷314.89×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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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写评价组成员

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
上成员共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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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6条，本指标得2.00分 6 2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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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
益类指标3种，得1分。本指标得3.00分。

5 3 效益类指标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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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得3分，D≥50%不得分。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

分
5 3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和目标值有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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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2020年9月

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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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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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增项目未填

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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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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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监控认为需减少下年预算且已减少预算安
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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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
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参与者职责、风险防

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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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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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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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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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进企业的数量还有提升空间。 1.进一步拓展业务，积极引进企业入驻。

2.部分区域办公场所装修设计单一。 2.办公场地设计灵活化，提供入驻企业多元化选择。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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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福建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攻防大赛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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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人力和资源保障厅、福建省总工会、共青团福建省委、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福州市人民政府于10月22-23日在福州马尾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共同主办“2020年福建省第三届工业控制系统
信息安全攻防大赛暨首届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技能大赛”，大赛由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省信息安全资质服务中心承办，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
公司、福建省信息产业工会、福建省互联网信息交流协会、福建省海峡物联网应用促进中心、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协办。攻防大赛活动分比赛、论坛、观摩。参赛队伍主要模拟工业制造业、电力、市政、水务、轨道交
通等其中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仿真控制系统开展“攻”与“防”对抗赛，大赛复盘。论坛由工控安全专家及学者围绕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政策法规、关键基础设备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等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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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110.28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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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8 110.28 110.28 0.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110.28 110.28 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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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8 110.28 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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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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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15 15

数量指标
参赛队伍 2019年30支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支 30 30 67 123.0% 123.0% 20 20

参会人员 2019年280人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280 300 537 92.0% 79.0% 15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邀请媒体 2019年10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10 15 30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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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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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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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

0时，本项不得分。
110.28÷110.2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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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

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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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

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110.28÷110.2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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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

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
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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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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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

6-8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
4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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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高于目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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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
不得分。（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

的，此条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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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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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
中新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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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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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

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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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
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
围、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

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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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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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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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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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准备尚有不足之处，嘉宾签到处防疫物资准备不充分。 1.在场地内和签到处增加防疫物资。

2.因临时天气原因，场外展览搭建未考虑天气因素，展览效果不明显。 2.考虑将展览区移至室内或搭建防雨设施。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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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光股份公司办公场所租金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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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根据区政府的《关于研究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入驻扶持政策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要（二一八）》，区政府提供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10号楼整栋给福光股份使用，并给予“三年免租”的租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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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5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2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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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220.67 0.00 220.67

1-1 其中：当年预算 250.00 220.67 0.00 2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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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220.67 0.00 2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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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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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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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88.27 0 100.0% 100.0% 10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60 60 40.0% 0.0% 15 9
预算资金执行率
偏低。

数量指标
装修办公面积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平方米 5000 5254 5254 5.0% 0.0% 15 15

入驻人员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50 50 56 12.0% 12.0% 20 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万元 400 400 462.67 16.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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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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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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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

本项不得分。
0.00÷220.67×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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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

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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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

为0时，本项不得分。
0.00÷250.00×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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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

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1
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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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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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

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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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部分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偏离

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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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

3分。）

及时上报，本指标得3分。 3 3

实际完成值与监控预测完成
值综合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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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
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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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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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

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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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
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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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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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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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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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未达到预期值。 1.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做大做强福光科研项目。

2.企业入驻人员的数量还有上升空间。 2.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将中心福光办公地打造成公司前端科研基地。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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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软件技术办公场所租金、物业、水电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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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根据区政府和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华为（福州）物联网云计算创新中心战略协议》以及区委区政府2019年7月11日召开的《关于研究企业提请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要（一二八）》精神，区政府提供物联
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4号楼5层（500㎡）给华为公司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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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42.62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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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 21.00 0.00 21.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42.62 21.00 0.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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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 21.00 0.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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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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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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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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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49.27 0 100.0% 100.0% 10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60 60 40.0% 0.0% 15 9
预算资金未执行
。

数量指标

服务企业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0 60 61 22.0% 2.0% 15 15

参加物联网相关
活动人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200 400 900 350.0% 125.0%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举办物联网相关
大赛、论坛、培

训等活动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次 10 10 1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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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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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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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

本项不得分。
0.00÷21.00×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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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

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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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

为0时，本项不得分。
0.00÷42.62×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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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

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1
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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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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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

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目标编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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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高于目
标完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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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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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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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
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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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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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

否则不得分。

绩效监控认为需减少下年预算但未减少预算安排，本指
标得0分。

3 0
下一年度未安排物业、水电
费，且该项目和其他项目合

并申请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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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
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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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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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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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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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论坛、培训等活动针对性不强。 1.活动前做好调查，根据人数做好场地选择。

2.华为场地内引进的企业影响力欠缺。 2.进一步拓展业务，挖掘潜在物联网企业客户，实现良性发展。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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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专项工作经费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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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专项工作经费开支是为了保障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正常运转，推动马尾区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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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5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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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45.26

1-1 其中：当年预算 50.00 50.00 4.74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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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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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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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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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9.48 90.0% 91.0% 10 1
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原因，工作经
费支出减少。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60 60 40.0% 0.0% 15 9
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原因，预算执
行率偏低。

数量指标
企业招商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10 35 32 220.0% 9.0% 15 15

服务企业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0 60 67 34.0% 12.0%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出差联系企业次

数
新增单位

每次出差联系
企业数量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次 10 2 10 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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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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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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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项

不得分。
4.74÷50.00×6.00=0.57 6 0.57

新冠病毒疫情原因，工作经
费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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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转资

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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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为0

时，本项不得分。
4.74÷50.00×6.00=0.57 6 0.57

新冠病毒疫情原因，工作经
费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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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写评

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共1
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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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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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种得3

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标4
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目标编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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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高于目

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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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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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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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增项

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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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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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否则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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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风
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参与者
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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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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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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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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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招商范围局限于福州市，无法争取外地企业落户马尾。 1.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提高招商工作专业性，创新招商工作手段。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服务企业相关活动减少。 2.待新冠肺炎疫情结束，适当增加服务企业活动。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

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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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马尾办会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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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物联网分论坛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聚焦国内外物联网产业发展前沿，从线到面，以典型示范引导，全方位探索我国“物联网+”的战略思想和发
展方向,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助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产业升级。本次论坛突出专业性、权威性、多元性，以“智联万物 数联未来”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科
学院、工程院专家学者，知名物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以及物联网相关行业杰出代表等，深入探讨物联网产业发展趋势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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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119.69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1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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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 320.00 223.00 97.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119.69 119.69 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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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 200.31 103.31 97.00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320.00 320.00 223.00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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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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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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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15 15

数量指标
参会人员 2019年400人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400 400 450 13.0% 13.0% 15 15

参加企业 2019年15家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10 200 300 2900.0% 50.0%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物联网分论坛印刷

宣传册子
2019年500册 正向指标 等于 册 500 500 15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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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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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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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

本项不得分。
119.69÷119.69×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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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

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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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

为0时，本项不得分。
223.00÷320.00×6.00=4.18 6 4.18 财政资金未及时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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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

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
共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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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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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

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
标4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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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高于
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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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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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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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
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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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

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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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

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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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
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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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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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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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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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爆场情况，现场参会人员较为拥挤，门口场控缺乏经验。 1.加强场控人员培训，把握会场实时动态。

2.与部分演讲嘉宾未提前沟通演讲时间。 2.及时与嘉宾沟通峰会流程相关细节。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中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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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9日

一、基础信
息      

项目名称 物联网产业促进中心办公场所租金及水电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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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为促进我区物联网产业发展，根据管委会、区政府2017年第四次常务会议纪要，福州市马尾工业建设总公司与福建金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定租赁合同，物联网产业促进中心办公场所租金及水电费用由区财政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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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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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2 344.02 331.39 12.63

1-1 其中：当年预算 340.00 340.00 331.39 8.61

1-2       以前年度结余结转 0.00 0.00 0.00 0.00

1-3       当年调整 4.02 4.02 0.00 4.02

2 其他来源资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万 元) 344.02 344.02 331.39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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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7%

当年预算资金使用率(当年预算支出数/当年预算核拨数) 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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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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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97.47 3.0% 3.0% 10 10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100 0.0% 0.0% 15 15

数量指标

办公人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 30 30 140 367.0% 367.0% 15 15

办公企业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 11
120.00001

%
120.00001% 10 10

举办活动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场 5 5 5 0.0% 0.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采用抽样调查
方式，对促进
中心7家企业发
放调查问卷。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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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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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评价指标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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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

时，本项不得分。
331.39÷340.00×6.00=5.85 6 5.85 剩余部分资金财政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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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

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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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

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331.39÷344.02×6.00=5.78 6 5.78 剩余部分资金财政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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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
尾填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
共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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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6条，本指标得2.00分 6 2 目标编制数量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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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

6-8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1条，得2分；产出、效益类指
标3种，得1分。本指标得3.00分。

5 3 效益类目标编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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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部分指标实际完成值高于目
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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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
不得分。（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

的，此条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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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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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
中新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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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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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

分，否则不得分。

绩效监控认为需减少下年预算且已减少预算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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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
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

范围、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
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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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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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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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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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较小，装修简陋，难以招引大型有经营实力的企业入驻。 1.将有意愿企业迁往新建福州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2.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举办活动受到限制。 2.待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结束，充分调动物联网企业举办活动积极性。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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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创新发展中心六号楼展厅日常维护费用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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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为更好的推动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创新发展中心六号楼展厅主要用于对外宣传与集中展示物联网企业产品，替政府承接对外公务接待部分，此项费用由区政府全额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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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67.67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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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67 0.00 0.00 0.00

1-1 其中：当年预算 367.6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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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6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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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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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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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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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0 100.0% 100.0% 10 0
未收到相关请款
材料，无法请款
。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15 9 预算未执行。

数量指标
接待参观场次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场 30 60 61 103.0% 2.0% 15 15

接待人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次 300 600 761 154.0% 27.000002% 20 2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展示板块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个 4 9 5 25.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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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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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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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

项不得分。
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6 0

未收到相关请款材料，无
法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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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余结转资

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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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数”

为0时，本项不得分。
0.00÷367.67×6.00=0.00 6 0

预算资金执行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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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尾填写评

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
共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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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目标编制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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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6-8种

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
标4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效益类指标编制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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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不得分 5 0

编制目标值未充分预估最
终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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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不得分。
（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的，此条得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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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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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中新
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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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预测完成值未充分预
估本单位最终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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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分，否则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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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范围、参
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理），否则不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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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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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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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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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板块有关内容还有提升空间。 1.细化板块说明内容，进一步增加展示质量。

2.物联网展厅的宣传力度有待提升。 2.多方面多渠道加大展厅宣传力度。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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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贸试验区展厅办公场所租金 评价类型 项目预算绩效自评 资金年度 2020

单位名称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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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大厦B座201 邮政编码 350000

单位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财务负责人 张侃 职务 副主任（主持工作） 联系电话 18905016319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研究自贸区展厅租赁、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指标等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要（二五八）】，区政府提供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3号楼3层（1354.29㎡）给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管
委会使用，展厅租金为45元/月/㎡，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自行承担22.5元/月/㎡，马尾区财政承担剩余租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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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36.57
2021年度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万

元）
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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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7 36.57 0.00 36.57

1-1 其中：当年预算 36.57 36.57 0.00 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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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7 36.57 0.00 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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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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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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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百分 95 100 0 100.0% 100.0% 10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

时效指标 目标完成率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等于 百分 100 100 60 40.0% 40.0% 15 9
预算执行率偏低
。

数量指标
接待参观场次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场 10 10 11 10.0% 10.0% 20 20

接待人数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人次 200 200 217 9.0% 9.0% 15 1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展示企业内容 新增单位 正向指标 大于等于 家 5 50 9 80.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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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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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评价指标数 5 评价指标总分 100.00 评价指标得分（S）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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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预算核拨数，得分为6×A。“当年预算核拨数”为0

时，本项不得分。
0.00÷36.57×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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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结余结转计划数，得分为6×B。“结

余结转资金计划数”为0时，本项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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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财政资金计划数，得分为6×C。“当年财政资金计划

数”为0时，本项不得分。
0.00÷36.57×6.00=0.00 6 0 财政资金未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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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方案要求得1分，否则不得分。（备注：请在本表末
尾填写评价组成员信息，填写后本指标自动计算。）

根据本表评价组成员信息，副科或中级职称以上成员
共1名，故本指标得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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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6分。
本项目编制绩效目标5条，本指标得1.00分 6 1 绩效目标编制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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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类指标编制种类达到3种得1分，4-5种得2分，

6-8种得3分。

本项目编制满意度指标0条，得0分；产出、效益类指
标4种，得2分。本指标得2.00分。

5 2
各类指标编制不够全面，效

益类指标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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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得3分，D≥50%不得分。
5%＜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综合偏离度D≤50%得3分 5 3 实际完成值比目标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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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报时间逾期不超过5日得1分，逾期5日以上
不得分。（2020年9月1日后新增项目未开展绩效监控

的，此条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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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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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E≤25%得3分，E≥25%不得分。（执行过程
中新增项目未填写预算绩效监控信息的，此条指标得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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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时未充分预估最终完成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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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项目预算，下年度同一项目预算期初批复数减少得3

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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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
管理、风险管理、采购管理、项目中止管理、资金使用
范围、参与者职责、风险防控、监督检查及绩效管

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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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制度此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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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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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指标得分C＜30时，评价等级不超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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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展示的企业介绍内容不够详实。 1.根据企业优势，多方面展示企业项目特色。

2.展厅展示的部分宣传力度有待提升。 2.多方面多渠道加大展厅宣传力度。

七、评价组
成员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务（职称）性质 签名

张侃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潘建忠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李珍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吴甦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龚伊凡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戴坤煌 福州市马尾区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职员
 □副处级及以上 □科级 □副科级 □科员 □高级 □

中级 ■初级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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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