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广州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财供人数（编制总数）合计：     28人（公益二类编制数） 单位数:1个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指示精神，坚持

网络安全为人民，进一步加强我市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和测评力

度，强化我市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协调能

力，做好集群共网、电子签名等公共服务技术支持和协调管理工

作，加大网络安全相关培训、宣传。在重大节日期间，加强网络安

全及通信应急保障。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中心立足本职，结合省委、市委有关网信重点

工作安排，2021年重点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

开展全市网络安全保障工作。重点推进5项工作

任务，完成率达100%，具体如下：

    一是加快推进广州市网络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建

设，协助开展网络安全综合监管平台（一期）项

目建设。实现利用平台进行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网络安全事件信息发布、通报预警和协同处置等
工作落实7*24小时全市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

为重大节假日或大型活动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二是建设和完善广州市网络安全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推动与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提升网络安全专业化

服务水平，促进实现网络安全由提供安全产品向
提供安全服务和解决方案转变。

    三是重点做好全市网络安全和应急通信保障工

作。重点做好建党100周年重点防护期网络安全

专项保障工作，针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专
项渗透工作，做好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开展2021
年网络安全应急演练。为我市各类大型活动、应

急演练、政商会议等活动提供集群共网应急通信
保障并开展相关工作。

    四是配合开展全市网络安全检查工作。协助省

委市委两级网信办开展建党100周年网络安全检

查工作。

    五是稳步推进全市网络安全宣传和培训工作。

配合推进建立多层次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体系。配
合开展好2021年网络安全骨干人员培训的有关工

作。做好2021年网络安全宣传周的筹划与实施、

总结工作。

未能完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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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0.03 2038.91 1081.26 9377.68 10458.94

全年执行数 8403.13 2038.91 1073.47 9368.57 10442.04

完成率 99.80% 100% 99.28% 99.90% 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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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算完成率=[10442.04/10458.94)]×100%=99.84%，得分

=99.84%×2=1.9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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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3.13万元-8420.03万

元)/8420.03万元×100%=0.20%（取绝对值），差异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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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147.46%（支出执行率：

第一季度207.52%，第二季度156.70,第三季度125.80%，第四

季度99.80%），平均支出进度超过100%，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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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万元/8403.13万元×100%=0.20%，结余结转

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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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政府采购执行率=845.15万元/870.67万元×100%=97.07%，得

分=2×97.0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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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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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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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14万元/10202.14万
元)×100%=100%，比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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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9万元/151.96元×100%=99.95%，控制

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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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万元/8.40万元×100%=87.38%，控制

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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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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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履职效能三级指标能够体现单位履职效果，得0.5分；

2.绩效指标具有清晰的、可衡量的指标值，得0.5分；

3.绩效指标中含有可量化的指标，得0.5分；

4.绩效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依据，得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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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0%=100%，得分=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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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做好全市

网络安全和应

急保障工作

20

做好800兆数字集群共

网通信服务
5 年度可用（接入）率≥99%；年度

满意度调查综合评分≥80分

2021年度可用（接入）率

100%；2021年度满意度调

查综合评分  86.33
5

年度综合测试报告

、年度满意度调查

表

建党100周年重点防护

期网络安全专项值守工

作

5 安排人员7x24小时值守，安排人次

≥10人
安排人员7x24小时值守，

安排人次20人 5 每月值守表

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开展专项渗透工作
5 年度渗透测试单位数量≥50家 年度渗透测试单位数量120

家
5 渗透测试报告

组织开展2021年网络安

全应急演练
5 应急演练单位数量≥5家 应急演练单位数量16家 5 应急演练单位签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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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效能 50

建设和完善广

州市网络安全

公共服务平台

15

平台功能优化完善情况 5 进行平台优化完善

持续升级完善网络安全公

共服务体系和技术平台，
技术平台自1.0版本迭代升

级至2.0版本。

5 版本发布申请表

丰富平台安全产品及安

全服务情况
5 引入新安全产品和安全服务

不断完善丰富安全产品和

服务，引入主机安全管理
、抗DDOS攻击、网站监测

等新产品和服务。

5 平台服务目录

平台业务服务推进情况 5 推进平台业务服务工作安全、合规

有序开展

安全、合规有序推进平台

业务，为用户提供云化安

全服务，全年全年办理安
全服务业务783单，新增部

署各类安全防护产品4043
个，有效促进我市网络安

全防护能力提升。

5 2021年业务台帐截

图

持续开展全市

公共信息安全

基础设施运行

维护管理

15

运维周期 5 1年 1年 5 运维服务合同

提升公共安全服务水平 5 漏洞修复率≥95% 全年漏洞修复率100% 5 漏洞修复表单

确保重点业务持续稳定

运行
5 故障修复率≥95% 全年故障修复率100% 5 故障修复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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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加减分项

总分 100 9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