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市财政局和主管部门统一工作部署，我单位从管理

效能和履职效能两个方面对单位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

自评情况概述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对外加挂广州市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的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本单位设

有综合部、应急部、举报受理部、技术部等 4个部。主要职

责：承担全市信息巡查、调控管控以及配合开展网络信息安

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承担我市网络应急值班工作，接收和

执行上级网信部门工作指令，督促属地网站落实；承担市委

网信办交办的网络意识形态应急处置工作；配合承担全市互

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和处置工作；承担网信专网以

及市应急指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相关应用系统建

设工作。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员情况如下：事业编

制人数 30人，实有 27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如下：

1.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应急值守力量。

完成公开招聘和干部调动入编工作，组织架构基本完



善。为提升新入职人员工作技能，组织开展专项培训，内容

包括网信领域政策解读、应急值守、举报受理等业务工作。

2.强化硬件建设，高效建成应急指挥值守场所。

按照中央网信办、省委网信办应急指挥中心规范化建设

的要求，完成了指挥大厅及配套大屏幕系统、弱电装修等项

目建设。2021年 9月，新办公场所完成维修加固工程并正式

启用，完成了应急值守专用区域（包括应急指挥大厅、敏感

舆情研判区、指令管理区）和日常办公区的分区设置。

3.推进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制定修订一系列规章制度，为高效应对网上舆情打下坚

实基础。一是科学设置值守岗位；二是严格规范人员守则；

三是有效优化工作流程，制定指令落实台账制度、敏感舆情

通报制度、有害信息签批制度和网信办内部转办等制度。

4.做好网络应急值守工作，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安全。

立足“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主责，积极联动

相关单位，稳妥跟踪处置网络舆情。一是完善并落实各项网

络舆情工作机制；二是严格高效执行上级指令，全年落实上

级指令 1958 余条；三是做好网络舆情保障工作，全年共处

理涉穗敏感舆情 2.4万余条。

5.抓好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助推构建网络综

合治理体系。

进一步推进属地网站平台畅通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渠

道，及时受理处置和反馈网民举报投诉。一是大力提高举报



有效率和处置率。全年共收到来自国家举报中心和省举报系

统转办的举报线索 1709件，受理处置有效举报 1463件，办

结率 96.08%；二是畅通网络举报受理处置渠道。指导督促市

属 16 家网站平台开设“网络内容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举报渠道，指导督促市属 23 家重点网站平台开通省举

报系统二审账号；三是持续做好网络举报专项工作。全年共

受理涉历史虚无主义举报线索 57 件，受理涉未成年人有害

信息举报 42件，电信诈骗类举报 45件，网上制售非法彩票

举报线索 12件。

（三）单位整体收支情况

我单位 2021 年年初预算 1032.44 万元， 调整预算数

1138.15万元，支出 1118.76万元，预算完成率 98.3%，年度

平均支出进度 89.47%。当年支出较上年增加 465.94 万元，

增长 71.37%，主要原因是根据三定方案，单位职能调整，2021

年相应增加了专项工作经费项目支出，增加了指挥大屏及相

关系统设备、新办公场所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购置等项目支

出，编制和人员增加相应增加了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

（四）单位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设定为：为落实上级将我中心

打造成为国内示范性的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的指示精神，

2021年完成指挥中心大厅的建设和新办公点搬迁工作。并通

过开展制订规划制度，数据分析及汇总提出管理建议、业务

交流调研、业务优化咨询等形式，建设应急指挥及举报受理



体系，加强网络和信息的管理，提高应急指挥和举报处理工

作水平。

在履职效能方面设置了以下指标：1.通过开展制订规划

制度、数据分析等形式，建设应急指挥及举报受理体系。2.

通过建设应急指挥大屏系统，构建起市委网信办联动贯通、

行动高效的网络应急指挥工作格局。3.及时办理采购手续，

确保所需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按时购置到位，符合规定的办

公配置标准。4.通过运用科学化、规范化的运维管理，使中

心能够有效开展信息化项目建设。

根据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精神以及各级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我中心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有效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工作。预算执行过程中按程

序对部门整体绩效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监控，年终对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自评。通过对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的有效

管理，对推动部门预算管理有效执行起到了保障作用，对提

升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经综合分析评价，在管理效能和履职效能的各方面落实

情况良好，总自评分 94.37分，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为优。一级指标自评分值为：管理效能 44.37 分，得分率

98.6%，履职效能 50分，得分率 100%，加减分项 0分。

1.管理效能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改进措施



自评分

管理效能 45

资金管理 16

预算完成率 2 1.97

预算完成率为 98.3%，得 1.97 分，由

于新增人员经费追加不够准确影响完

成率，今后提高数据准确性、层层严

格把关审核申报。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 3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 2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

异率
2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
2 1.79

平均支出执行率为 89.47%，得 1.79

分。上半年执行率不高，主要由于单

位搬迁定于 9 月，办公家具设备的购

置支出集中在下半年。搬迁工作已完

结，没有后续影响。

结转结余率 2 2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性
3 3

采购管理 2 政府采购执行率 2 1.61

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97.92%，得 1.96

分。主要由于公开招标项目节约了预

算，今后将进一步提高采购计划金额

的准确性。

信息公开

管理
4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 2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 2



资产管理 4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2

成本管理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2 2

绩效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2

绩效目标完成率 2 2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

展情况
4 4

绩效结果应用 2 2

2.履职效能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自评分

扣分原因、

改进措施

履职效能 50

通过开展制订规划制度、数据分析

等形式，建设应急指挥及举报受理

体系。

18

规划方案和流程制度文件

制订
6 6

举报受理审核及数据分析

服务项目的工作完成率
6 6

违法和不良信息得到有效

处置，净化了广州市网络

生态环境

5 5



通过建设应急指挥大屏系统，构建

起市委网信办联动贯通、行动高效

的网络应急指挥工作格局。

12

指挥大屏及配套视频会议

系统设备项目的政府采购

率

6 6

提高应急指挥工作水平 5 5

及时办理采购手续，确保所需办公

家具和办公设备按时购置到位，符

合规定的办公配置标准。

10

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购置

项目的政府采购率
6 6

提高应急指挥和举报受理

工作水平
5 5

通过运用科学化、规范化的运维管

理，使中心能够有效开展信息化项

目建设。

10

编制项目方案 6 6

提高应急指挥工作水平 5 5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购置经费项目”绩效目标为“按

照相关政府采购规定，及时办理采购手续，确保所需办公家

具和办公设备按时购置到位，符合规定的办公配置标准，保

障新增人员拥有合适的办公条件，以便全心投入到新的工作

任务中。”该项目绩效目标按计划完成，政府采购率达到

100%，新办公场所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按时按办公配置标准

购置到位。

2.“其他购置经费”项目绩效目标为“按照上级关于网

信办应急指挥中心规范建设的要求，通过在应急指挥大厅中

建设相应的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大屏显示及智能会议系统，构

建起市委网信办联动贯通、行动高效的网络应急指挥工作格

局，提高应急指挥和举报处理工作水平，确保网信事业的发



展。”该项目绩效目标按计划完成，指挥大屏及相关系统设

备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价格最优供应商并按时完成。

3.“专项工作经费”项目绩效目标为“通过开展制订规

划制度，举办培训，召开研判会，数据分析及汇总提出管理

建议等形式，建设应急指挥及举报受理体系，加强网络和信

息的管理，提高应急指挥和举报处理工作水平，确保网信事

业的发展。”该项目绩效目标通过对中心的系统建设规划、

制订制度、举报受理数据分析等形式已完成。

4.“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2021 年信息化运维

项目”绩效目标为“通过本项目对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工作开

展信息化项目方案编制工作。”该项目绩效目标按计划完成，

中心信息化项目方案按时完成编制。

（三）各重点任务项目支出完成情况分析

1.专项工作经费项目

该项目的重点任务是开展举报受理审核及数据分析工

作。项目年度支出预算数 215.13 万元，预算完成数 214.66

万元，预算完成率 99.78%。

2.其他购置经费项目

该项目的重点任务是建设应急指挥大厅相应的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大屏系统。项目年度支出预算数 230.85 万元，

预算完成数 230.78 万元，预算完成率 99.97%。

（四）主要工作成效

经过我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2021 年我中心被

中央网信办评为网络安全应急指指挥中心建设示范单位。主

要完成工作如下：完成了应急指挥大厅及应急指挥大屏系统



建设和办公室搬迁工作，完成了符合我中心规划设计和流程

制度文件，形成职责明确、规范有序、务实高效的工作运行

机制，高效优质完成了 7X24 小时应急值班和市委网信办赋

予我中心的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受理和应急指挥任务。为网络

安全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贡献了力量。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次自评发现我中心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项目绩效管

理的重要性领会还不够深刻，尚未制定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制

度；二是作为新成立机构，部门机构设置还在不断完善中，

一定程度上缺少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三是绩效

管理工作存在绩效指标设置的不够科学规范，绩效自评组织

实施还不够规范等问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1.提高项目编制科学性，完善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体系。

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

和深度延伸。按照自身职能与部门长远规划编制绩效目标，

设定可量化的具体指标和预期产生的社会、经济等效益。

2. 提高项目资金的监督力度，实现动态管理。按照财政

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

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3.加强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增强提高绩效

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提高部门绩效自评质量。

4.继续强化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

等四个方面绩效管理工作，建立项目申报、招投标、实施、



采购、验收、评价等一整套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防止出现偏差。


	2021年度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