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广州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 财供人数（编制总数）合计：30     单位数:1个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加强涉穗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力度，协助市委网信办打击网络涉穗政
治谣言，监测网络有害信息，防范化解网络舆情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加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维护网络空间清朗。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本单位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重点，全面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等重点工作任务，做好涉穗网络舆情监测预警
、分析研判、信息报送等工作，重点报送我市在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疫情常态化的经验做法等内
容，努力打造涉穗网络舆情工作的“广州标准”和

“广州品牌”，传递“广州声音”。全年编报各类
舆情产品累计927期，上报舆情信息12,524条，收
到市领导批示2,299条，报送涉疫舆情短信2,200余

条，助力防范化解全市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切实守
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通过对重大事件

、活动的舆情监控、研判及上报任务，及时反映网
络舆情动态，在重大事件和日常活动中确保工作正
确舆论导向和网络意识形态的平稳有序。今年以

来，本单位被中宣部舆情信息局采用舆情信息114
篇，被中央网信办舆情中心采用信息13条，上报省
委宣传部舆情信息多次获通报表扬。其中，《广州

市春节节日氛围浓、活动丰富》一文被评为“十佳
”优秀原创稿件，中宣部舆情局多次对广州直报点

工作给予通报表扬。

未能完成原因

无

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

规模（万
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

全年预算数 2,347.16 4.00 1,035.88 1,315.28 2,351.16 0.00 

全年执行数 2,326.96 0.00 1,028.18 1,298.78 2,326.96 0.00 

完成率 99.1% 0.0% 99.3% 98.8% 99.0% --%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措施

管理效能 45

资金管理 16

预算完成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部门预算的预
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
度。

1.98

预算完成率
=[2326.96/

(2347.16+4)]×100.0%=99.0%，得分
=99.0%×2=1.98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准确

性、及时性，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
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预算评估工作
的落实情况。

3

2021年度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单位人

员信息、资产信息等）准确完整，无财政
立项预算评估项目，预算按照市财政局规
定时间报送审核。得分=1+1+1=3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 2 我单位无专项资金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

异率
2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制的

准确性。
2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2329.96万
元-2347.16万元)/2347.16万元

×100.0%=0.7%，差异率＜5.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
2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9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98.0%

（见《2021年各月份支出进度情况表》，
得分=98.0%×2=1.96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

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结转结余资

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2
结余结转率=3.87/(3.87万元+2326.96万
元+0万元)×100.0%=0.2%，结余结转率＜
10.0%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性
3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
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
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预

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
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3

我单位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已明确预算资
金管理、内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管理等

要求，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并且
得到有效执行。

采购管理 2 政府采购执行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
金额与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政府
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1.91

1. 政 府 采 购 执 行 率=1234.7948万 元

/1291.3 万 元 × 100.0%=95.6%， 得 分
=2×95.6%=1.91

2.部门决算政府采购相关数据填报有误，
今后将加强政府采购统计工作，确保数据
填报真实、准确、完整。

信息公开管理 4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

度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
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用以反映部
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2
已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公开预
决算，得分=部门预算公开得分+部门决算
公开得分=1+1=2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

行到位情况。
2

我单位没有官方门户网站，已按规定在主
管部门市委网信办官方网站公开指绩效目

标、绩效自评资料。

资产管理 4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
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

1
已制定资产管理制度，相关制度合法、合

规、完整且得到有效执行。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账

的核对情况。
1

2021年资产账与财务账、部门决算资产负

债简表数据相符。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

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固定资

产使用效率程度。

2
固定资产利用率=(6647985.28元
/6647985.28元)×100.0%=100.0%，比率
≥90.0%

成本管理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

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2
公用经费控制率=1058633.42元
/1097022.6元×100.0%=96.5%，控制率≤
100.0%

“三公经费”控制率 2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数与预算安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费”的实际

控制程度。

2
“三公经费”控制率=0元/9700元
×100.0%=0.0%，控制率≤100.0%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

资金等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
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3

1.主管部门市委网信办印发的财政项目支
出绩效管理办法以及制订的2022年财政支

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已明确机关与下
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

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的绩效
要求，得0.9分；
2.我单位无专项资金，得0.9分；

3.主管部门出台的制度已明确机关各处室
、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
得1.2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单位）
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2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我单位“三定”方

案规定的单位职能，得0.5分；
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我单位中长期规划

和年度工作计划，得0.5分；
3.整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
得0.5分；

4.整体绩效目标与我单位2021年度部门预
算资金相匹配，得0.5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

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8

履职效能三级指标-改造修缮数量的计量

单位设置不够准确，酌情扣0.2分，得分
=0.5+0.5+0.5+0.5-0.2=1.8，改进措施：

今后将严格审核绩效指标的设计合理性。

绩效目标完成率 2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
目标的完成情况，反映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
绩效目标完成率=5/5×100.0%=100.0%，

得分=100.0%×2=2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
展情况

4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
自评开展情况。

4

1.我单位已按要求开展整体支出绩效监

控，得1分；
2.我单位已按要求向主管部门及时报送相

关绩效监控材料，由其汇总后统一报市财
政局，得1分；
3.我单位已按要求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得1分；
4.我单位已按要求向主管部门报送整体支
出绩效相关自评材料，得1分。

绩效结果应用 2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重

点评价意见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2

能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对预

算执行较慢的项目深入分析几说明原因，
提出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我单位无重点

评价项目，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均在
90 分 以 上， 评 价 结 果 较 好。 得 分
=0.5+0.5+0.5+0.5=2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

因、改进措施
备注

履职效能 50

2021年信息化

运维服务
25

重大舆情事件报送及时
率

7 ≥85.0% 90.0% 7
评分依据：广州市网
络舆情信息中心2021
年工作总结

无

故障超24小时未解决率 7 ＜2.0% 0.0% 7
评分依据：1.台账记

录；2.运维服务报告
无

信息安全事故 11 0 0 11

评分依据：1.广州市

网络舆情信息中心
2021年工作总结；2.

运维服务报告

无

越秀北路210
号维护维修

25

改造修缮数量 4 14处 14项 3.2

评分依据：1.预算评
审报告；2.工程量计
算书。

指标值按改造修缮子
工程数量计算应为14

项，指标单位使用不
准确，按分值的80%
打分。

无

项目按期完成率 4 100.0% 135.0% 2.6

评分依据：1.单位竣
工验收报告；2.工程
竣工会议纪要。

未达标原因：实际完
成指标值/年度指标

值=1.35，项目预期
完成时间60天，实际

完成时间81天，延期
21天，主要原因为我
市疫情管控、暴雨极

端天气等不可抗力，
按比例扣分。

改进措施：今后确定
项目合同期限时应将

不可预计因素纳入考
虑范围，做好项目应
急预案。

无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6 100.0% 100.0% 6
评分依据：单位竣工

验收报告
无

舆情工作正常运转率 11 100.0% 100.0% 11
评分依据：广州市网
络舆情信息中心2021

年工作总结

无

加减分项 5
工作表现加减

分
5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
评的相关情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
编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
受到财政部门表扬的；部

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
到财政部门表扬的,每项加

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
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

政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
督检查、绩效评价时,如发

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
上存在违规行为、绩效评
价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绩效自评
的、绩效审计发现问题造
成入审计整改问题的,每发

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
不超过5分。

0 无 无

总分 100 9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