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立项
规范性

权
指标解释
重

3

指标说明

参考值
（目标值）

绩效标准

评分细则

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提
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计1
分；
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的，
计1分；
项目执行时发生重大调整，有相应
调整手续的，计1分。

评价要点：
具体项目：
①是否有规划；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②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③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④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⑤项目执行时是否发生重大调整。

证据

3

●湖北省统计局年初向湖北省财政厅提交了项目预算
文件，同时提交了项目申报表，对项目实施内容进行
规定，并于2017年2月4日收到批复，项目申请设立程
序合规，且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要求。
●项目事前经过集体决策，项目执行时未发生重大调
整。

3

●项目设立了相应的长期目标、年度目标和绩效指
标，目标和指标的设计基本符合目标管理规范。项目
长期目标为狠抓统计数据质量，提供优质统计产品服
务，大力推进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建设。项目年度目标
有三点：分别是按规定完成各项统计任务；提高统计
数据质量；建设现代化服务型统计。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完成当年统计工作任务，对数据
质量进行核查工作，目标设臵合理。
●大部分指标基本可以用于绩效考核，部分指标设臵
●项目申报文本
不太合理，部分指标可测性不强，扣1分。
指标设臵不太合理：“月统计报表”、“按季统计报表”、“
按年统计报表”，该部分指标与统计业务专项业务项目
经费的测算内容相关程度不高，项目经费测算内容主
要是会议、培训费的开展及预计使用情况，绩效指标
与项目关联度不强。
指标可测性不强：如“抽样精度”、“数据质量评估（通
过率）”项目单位无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衡量或提供资
料，指标不易衡量。

3

●《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
●项目预算资金1,052.79万元，实际到位1,052.79万元，
知》（鄂财预发【2017】 卷宗研究
资金到位率为100%。
3号）
●湖北省统计局预算文本

3

●项目资金于2017年2月4日下达，实际下拨金额与预
算金额一致，资金到位及时率100%。

●《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
知》（鄂财预发【2017】 卷宗研究
3号）
●湖北省统计局预算文本

3.5

●项目到位资金1,052.79万元，实际支出903.20万元，
资金执行率为85.79%，扣0.5分。

●项目申报文本
●项目支出明细表

项目
立项

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设定长期目标、年度目标和绩
效指标，计1分；目标和指标的设
计符合目标管理规范，计1分；根
据绩效目标和完成情况的对比考核
目标设立的合理性，绩效指标具有
可测性，计2分，否则计0分。

评价要点：
①是否设定长期目标、年度目标和绩效指标；
②目标和指标的设计是否符合目标管理规范；
③根据绩效目标和完成情况的对比考核目标设立的
合理性；
④绩效指标是否具有可测性。

4

项目是否设定绩效目标和绩
效指标，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和指标是否符合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3

评价要点：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
100%。
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
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
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总体保障程度。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
划投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3

评价要点：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 100%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 。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及时到位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
目资金落实的及时性程度。 的资金。
应到位资金：按照合同或项目进度要求截至规定时
点应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100.00%

计划标准

资金的到位及时率达到100%计3
分，每降低10%，扣0.5分。

4

资金执行率=项目实际支出/项目到位资金× 100%。
项目实际支出与项目到位资 实际支出：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既定工作目标一定
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所耗费的支出。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
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95%

计划标准

资金执行率超过95%计4分，每降低
10%，扣0.5分。

投

入
（
1
7
）

资金到位
率

资金
落实

到位及时
率

资金执行
率

100.00%

计划标准

资金全部到位计3分，资金到位率
每降低5%，扣0.5分。

证据来源

证据收集
方法

分数

●《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
知》（鄂财预发【2017】 卷宗研究
现场访谈
3号）
●项目申报文本
●现场访谈

卷宗研究

卷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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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管理制度
健全性

项目
管理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权
指标解释
重

3

项目质量
可控性

财务制度
健全性

评价要点：
总项目：
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
①是否制定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如统计管理制度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
、相关项目的统计报表制度、数据质量考核制度、
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培训制度、会议制度、印刷管理制度。
。
②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绩效标准

评分细则

项目实施单位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
业务管理制度，计1分；
制定了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如统
计管理制度、相关项目的统计报表
制度、数据质量考核制度、培训制
度、会议制度、印刷品采购管理制
度，相关的资料管理制度等计2
分，每少一种扣0.5分。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
计1分；
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程序及制定相应
的项目管理制度，如统计管理制度
、相关项目的统计报表制度、相关
的项目经费使用办法等，计1分；
省直部门及市（州）地方统计调查
统计范围内企业实行企业一套表制
度，计1分。
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计1分。

5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
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制定相应的质量评估办法或质量控制制度。
③是否使用交叉检查和双随机抽查等核查方式进行
核查，保证项目的执行质量。
③是否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度，明确各个项目负责人
职责，实施相关奖惩措施。
④各个项目的制度、实施方案、质量评估制度等资
料是否齐全完整，形成月度，季度，年度报表或总
结是否完整，齐全。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相应的质量评
估办法或质量控制制度计1分；进
行交叉检查和双随机抽查等检查，
计1分；项目实施单位建立相关的
责任人制度，实施对责任人的奖惩
措施计1分；各个项目的制度、实
施方案、质量评估制度等资料齐全
完整，形成月度，季度，年度报表
或总结完整，齐全，计2分。

3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
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
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
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
规定。

项目实施单位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计1分；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计2分。

4

评价要点：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
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
②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运行情况。
③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项目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
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计1分；符合项目预算批
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如办公费、
培训费、劳务费等支出用途，计2
分；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计1分。

5

财务
管理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参考值
（目标值）

评价要点：
总项目：
①是否按项目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具体项目：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项目
①是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
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
②是否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程序及制定相应的项目管
项目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
理制度，如统计管理制度、相关项目的统计报表制
况。
度、相关的资料管理制度等；
④统计范围内企业实行企业一套表制度；
⑤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
否落实到位。

过

程
（
2
3
）

指标说明

分数

证据

证据来源

3

●项目所涉及调查统计内容都具有相关制度，项目管
理制度较为健全且合规合法，如能源处《能源统计报
表制度》、《绿色发展统计报表制度》等业务科室统
计报表制度；培训、会议费用也有相关管理办法，印
刷品参照相关采购办法。
●项目按照上级单位下发文件或者办法，执行培训、
会议、印刷品采购工作。

5

●项目实施过程遵守相关统计法，执行如统计管理制
度、相关项目的统计报表制度、相关的项目经费使用
●统计报表制度
办法。统计范围内企业实行企业一套表制度，并且项
●会议培训管理办法
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
。

证据收集
方法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绿色发展统计报表制
度》
●《数据质量评估制度》
●《培训费管理办法》 卷宗研究
●《采购管理办法》
●《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
会议费管理办法》

卷宗研究

●《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
评估管理办法》
●《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
关于全面建立数据质量评
估会议制度（试行）》 卷宗研究
●《湖北省统计数据质量
专项治理检查方案》
●《湖北省国民经济核算
数据质量管理办法》

5

●项目单位依照《国家统计局数据质量评估管理办法
》、《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全面建立数据质量评
估会议制度》进行数据质量检查工作；
●项目实施单位开展统计数据质量专项治理检查，对
各市州采取双随机抽查和交叉检查制度；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个人责任制度，项目预算内容
与各个业务处室年度工作挂钩；
●项目相关资料齐全，形成资料汇编。

3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并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工
●《财务管理制度手册》
作，对票据报销、资产管理等方面的财务管理进行具
卷宗研究
体说明，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要求。

4

●评价小组通过查阅项目支出明细表，了解到项目支
●项目支出明细表
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有
●记账凭证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

卷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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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权
指标解释
重

过
财务管 财务监控
理
有效性

3

程

印制数据
产品

4

评价要点：
统计基础工作整体推进会议50人，3天；
统计设管工作会议38人，3天；
全省综合统计工作会议50人，3天；
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议50人，3天；
项目实施中，部门（单位内 全省核算工作会议38人，3天；
部）各个科室开展工作会
全省工业统计工作会议38人，3天；
议，推进统计工作进度，用
全省农村统计工作会议38人，3天；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数量产
全省统计工作会议300人，3天；
出。
全省贸经统计工作会议38人，3天；
全省劳动工资年报会议38人，3天；
全省建设领域统计工作会议38人，3天；
全省社科统计工作会议76人，2天；
全省能源统计工作会议38人，3天。

出

绩效标准

评分细则

对于项目的重大开支，项目实施单
位有进行集体决策和评估认证计1
分；
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计1分；
会议、培训人均费用是否超过标准
人均费用，计1分。

评价要点：
①印刷产品包括报表及制度手册、干部手册、审计
工作手册、调查表、统计月报、统计年报、统计公
报、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汇编；
②具体印制情况：
a.印制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报表仅制度手册5000册、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报表仅制度手册8000册、投资房
产建筑统计报表及制度手册4000册、国家统计信息
系统基本情况调查报表及制度手册8000册、服务业
统计报表及制度手册5000册、贸易统计报表制度报
表及制度手册5000册、农村统计报表制度报表及制
度手册5000册、县域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3500
9类；
册、科技创新统计报表及制度手册15000册；
254000册；
b.印制湖北省领导干部手册2000册、湖北省审计工
作手册（下发基层）5000册；
c.印制劳动力调查表24000份、人口变动调查表
130000份；
d.印制统计月报3000本、劳动工资年报报表9000份
、科技创新季度年度监测公报印刷费1000份、湖北
统计年鉴（精装本，光盘）4000本、湖北省农村统
计年鉴（精装版）4000本、科技创新年鉴500本、统
计资料汇编12000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
印刷资料汇编1000册。

6

项目
产出
（30）

参考值
（目标值）

评价要点：
①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集体决策和评估认证；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会议、培训人均费用是否超过标准人均费用。

项目实施后，将形成的反映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统
计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后印刷
成产品，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的数量指标。

产

统计工作
推进会议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
金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控措施，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
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指标说明

13次；
830人

计划标准

计划标准

印刷产品确实包含报表及制度手册
、干部手册、审计工作手册、调查
表、统计月报、统计年报、统计公
报、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汇编资料
计2分，每少1种扣0.5分，扣完为
止；
按规定的要求印刷数据产品计4
分，一类未完成扣0.5分，扣完为止
。

科室工作会议按计划要求召开了13
次，计4分，缺一次扣0.5分，扣完
为止；

分数

3

5

2.5

证据

证据来源

●项目单位重要支出事前均经过申请审批，审批程序
●记账凭证
和手续完整，且重大的开支均局长办公会决议通过，
●现场访谈
财务监控有效。实际会议、培训人均费用未超过450元/
人/天的费用标准。

●实际印刷产品有9类，覆盖所有计划印制产品。
●项目预算需印刷254000册，实际印制185710册，印刷
数据产品工作部分未完成，存在以下2类问题：
1、存在部分无预算但印刷数据产品，如运输邮电业统
●项目申报文本
计报表1600份、载客汽车能源消费表200份、汽车能源
●项目支出明细表
消费表200份，扣0.5分。
●访谈记录
2、存在预算内的印刷数据产品未能完全按数量要求印
制,如：湖北统计年鉴少印制2000册。根据评分标准，
扣0.5分。

●科室工作会议实际召开10次，参与人次553人，有3
个会议未按预算安排开展，扣1.5分。
●存在以下几项问题：
1、有3项计划的会议并未实际开展，如农村处全省农
村统计工作会议、社科处全省社科统计工作会议。其 ●项目支出明细表
中农村处全省农村统计工作会议，实际开展内容为全 ●访谈记录
省农普事后质量抽查统计工作培训。
2、存在会议实际开展与计划情况差别较大的现象，如
办公室全省统计工作会议，参会人数少106人。

证据收集
方法

卷宗研究
现场访谈

卷宗研究

卷宗研究

附件1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统计业务
能力保障
程度

产
出

权
指标解释
重

6

项目产
出
数据质量
检查覆盖
面

统计调研
成果

数据评审
完成率

4

3

3

指标说明

评价要点：
①统计业务能力保障程度=（实际开展培训个数/计
划开展培训个数）*100%。
②计划开展18个统计业务培训：全省乡镇统计业务
骨干培训260人，2天；
城乡划分工作培训138人，2天；
全省综合统计分析技术培训58人2天；
产出、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培训354人，2天；
人口变动情况调查业务培训165人，2天；
全省重点能耗企业能耗总量控制统计监测业务培训
（100家重点耗能直报企业）114人2天；
全省重点能耗企业能耗总量控制统计监测业务培训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对所 （分行业业务）124人，2天；
有调查项目的基层统计人员
全省县、乡卡联网直报程序培训154人，2天；
进行培训，用以反映人员对
全省建筑业房地产统计业务培训班150人，2天；
统计质量的保障程度。
全省贸易统计骨干培训165人，2天；
全省文化产业统计和妇儿两纲统计监测业务知识培
训40人，2天；
企业创新调查方法制度及科技统计业务知识培训
134人，2天；
全省大城市劳动力统计培训150人，2天；
全省社情民意调查培训140人2天；
全省统计系统复合型人才培训200人，3天；
统计报表制度业务培训340人，1天；
服务业统计年报制度培训班68人，3天；
全省开发区统计业务培训160人，2天。

参考值
（目标值）

100%；
2914人；

绩效标准

计划标准

评价要点：
①服务业在二、三、四季度是否组织三次数据质量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对统
检查；
计系统内的项目单位进行考
②监测分局每年组织各地 2 次到开发区进行数据质
核，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质
量检查和指导；
量指标的实现程度。
③社科处全省文化产业统计调查；

项目实施中，部门（单位内
部）各个科室于外地进行调
研，学习交流先进经验，改
进统计方式方法，用以反映
项目的质量产出。

项目实施后，组织开展数据
评估工作，加强数据审核力
度，提高数据真实性，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的质量产出
。

评分细则

统计业务能力保障程度达到100%计
6分，每降低10%，扣0.5分，扣完
为止；

数据核查工作都完成计4分，少一
次扣1分。

评价要点：
①学习考察,拟在兄弟省份进行服务业统计调研；
②监测分局组织各地到外省学习考察；
③监测分局到各开发区调研指导；
④核算科对产出、自然资产负债表进行调研；
④开展统计调研是否有形成分析成果。

调研工作都开展了计2分，少一次
扣0.5分，扣完为止。
开展统计调研有形成分析成果计1
分，否则不得分。

评价要点：
①数据评审：是否开展市州季度GDP联审、服务统
计数据质量评审、全省工业报表制度布臵暨工业数
据联审工作；
②数据评审完成率=（实际完成的主要专业数据的
评审/计划完成的主要数据的评审）*100%；

开展了市州季度GDP联审、服务统
计数据质量评审、全省工业报表制
度布臵暨工业数据联审工作计2
分，少1项扣1分，扣完为止；
数据评审完成率达到100%，计1
分，每降低5%扣0.5分，扣完为
止；

100%

计划标准

分数

5

证据

证据来源

●2017年实际开展培训34个，统计业务能力保障程度
为188.89%，实际参与人次1539人。完全按预算内容开
展培训的有3项，分别为：人口处全省人口变动调查工
作布臵培训、能源处全省重点能耗企业监测业务培训
和投资处全省建设领域统计业务培训。
●存在以下两类问题：
1、预算有安排实际未开展的培训有4个，如：综合处
的全省综合统计分析技术培训、贸经处的全省贸易统
计骨干培训、人口处的全省大城市劳动力统计培训。
●项目支出明细表
综合处培训由于时间紧迫，未单独开展；人口处的全
●访谈记录
省大城市劳动力统计培训由于国家统计局安排，劳动
力调查项目由人口处负责转化为调查队工作职责，但
年中未有预算事项调整，扣0.5分。
2、无预算安排却开展的培训有23个，如：能源处的全
省能源统计制度方法培训、宣教中心的全省统计系统
新任局长培训班、监测分局的全省统计调查监测系统
年轻干部培训，扣0.5分。

4

●3个处室均开展数据质量检查工作，另外监测分局、
●记账凭证
能源处、投资处、服务业处、贸经处也开展了数据质
●访谈记录
量核查工作。

2.5

●服务业处、监测分局、核算科都有按照预算安排开
展统计调研工作，并形成统计调研结果，但2017年未
发现服务业处在兄弟省份进行相关统计调研，根据评
●记账凭证
分标准，扣0.5分。
●访谈记录
●另外其他处室也有开展统计调研工作，如2017年7月
科研所赴江夏开展统计调研工作，2017年8月核算处赴
恩施进行调研活动等。

2

●按预算安排开展3个数据评审会，实际开展2个，数
据评审完成率为66.67%。
●全省工业报表制度布臵暨工业数据联审会议未开
●记账凭证
展，年中时变更为现场会，现场会主要是请优秀企业 ●访谈记录
分享提高数据质量经验。根据评分标准，扣1分。

证据收集
方法

卷宗研究

卷宗研究

附件1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产
出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省、市、
项目产
县数据差
出
率

统计（对
象）样本
充足度

省本级调
查项目增
幅

效

权
指标解释
重

4

指标说明

项目实施后，各调查项目年
度上报数字与国家统计局评 评价要点：
估数差异率，用以反映和考 数据差率=（年度上报国家数据值-年度国家核定认
核项目质量指标的完成程度 可数据值）/年度国家核定认可数据值*100%
。

评价要点：
中小企业成长企业新增数达到15000家；
重大社情民意调查达到18万人；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达到40000人；
人口劳动力调查20万人。

4

部门（单位）实际调查对象
（样本）数量与计划调查对
象（样本）数量，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是否以
数据质量为核心，以规范统
计调查行为为着力点，认真
实施常规统计调查。

2

项目实施后，每年开展统计
调查项目数量增长情况，用 评价要点：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效 依据当年增加的民生调查项目个数确认。
益。

项目
效益
（30）

参考值
（目标值）

0.50%

中小企业成
长企业新增
数达到15000
家；
重大社情民
意调查达到
18万人；
人口变动情
况抽样调查
达到40000
人；
人口劳动力
调查20万人
。

2个

绩效标准

计划标准

计划标准

计划标准

统计交流
合作项目
推进

信息化保
障程度

3

4

项目实施后，是否按照要求
购臵计算机设备服务器，保
障数据处理的快速、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
效益。

各调查项目年度上报数字与国家统
计局评估数差异率平均数为0.5%，
得4分，每降低（超过）0.1个百分
点，扣0.1分。

部门（单位）实际调查对象（样
本）数量与计划调查对象（样本）
数量，全部完成，计4分，有一处
未完成，扣1分。

当年民生调查项目个数增加2个计2
分，少一个扣1分。

评价要点：
①是否安排两个批次12个人，每人标准4万元，出
国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
②在劳动力调查、人口抽样调查、经济普查、农业
普查方面形成统计成果；
③统计成果是否得到应用。

安排了两个批次12个人，每人标准
4万元，出国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
验计1分，少1个批次扣0.5分；
在劳动力调查、人口抽样调查、经
济普查、农业普查方面形成统计成
果计1分，1项未形成统计结果扣0.5
分，扣完为止；
统计成果得到应用计1分，否则不
得分。

评价要点：
①是否按要求购臵其他计算机设备一套表服务器刀
箱1套。
②是否按要求购臵其他计算机设备刀片服务器12套
。
③是否按要求购臵机房UPS电源1套。

按要求购臵其他计算机设备一套表
服务器刀箱1套计1分，否则不得
分；
按要求购臵其他计算机设备刀片服
务器12套计2分，少购臵1套扣0.5
分，扣完为止，未按要求购臵不得
分；
按要求购臵机房UPS电源1套计1
分，否则不得分。

果
统计专业人员出国学习发达
国家先进经验，提高劳动力
调查、人口抽样调查、经济
普查、农业普查等统计成果
的应用率，同时统计交流合
作项目也得到推进，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效益。

评分细则

14套

计划标准

证据来源

证据收集
方法

分数

证据

4

●项目实施后，各调查项目年度上报数字与国家统计
局评估数差异率绝对值的平均值为0，上报数字的项目
包括2017年服务处上报1-12月营业收入增速12%、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小康指数86.18分、实际上报单
位GDP能耗能降低率5.00%、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统计
实际投资额4,575.00亿元、全省投资信息管理与监测业
务实际投资额31,873.00亿元。

4

●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和访谈了解到：
中小企业成长企业新增数15097家,重大社情民意调查
274381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42475人,劳动力人口调
查20万人，统计对象（样本）充足度为114.82%，且各
调查项目基本完成基本调查数（样本数）。

2

●年初计划完成2项民生调查项目的增幅，实际完成4
项，根据访谈了解到民调中心于2017年9月完成湖北省
小康建设满意度调查和全国公共气象服务满意度调
●访谈记录
查，2017年8月完成湖北省群众安全感调查1期，12月完
成湖北省群众安全感调查2期。

2

●根据访谈和抽凭了解到，项目实施单位已按照计划
于2017年7月11日前往摩洛哥参加国际统计学第61届世
界统计大会，并学习考察西班牙、英国两国在统计体
制、统计方法制度、提高统计数据准确性和统计数据 ●项目支出明细表
资料分析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好的做法。
●记账凭证
●预算文本编制内容两个批次12个人，每人标准4万
元，在劳动力调查、人口抽样调查、经济普查、农业
普查方面形成统计成果，与实际安排执行不符，扣1分
。

卷宗研究

2

●评价小组通过访谈了解到，项目未要求购臵相关计
算机设备服务器。年初计划更新2008年配臵的小型机
设备，但2017年中利用虚拟化技术替代相关设备，因 ●访谈记录
此未购臵该设备。由于年初预算编制不合理，年中也
未有相关调整事项，扣2分。

现场访谈

●服务业处数据统计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
卷宗研究
报告
●基础数据表

●社情民意调查调查工作
访谈记录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截图
卷宗研究
●人口变动情况统计表
●访谈记录

附件1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专项业务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统计信息
多样性

对口扶贫
力度

效
果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说明

5

项目实施后，将每月、季、
年形成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的主要统计数据进行系
统梳理后向省委、省政府和
省直各部门提供多样统计产
品，同时也通过各种媒体向
社会公众发布统计信息，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效
益。

4

单位（部门）对口援疆、援
藏工作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
交流，有利于西部建设开
发，同时也开展三万活动，
加快精准扶贫步伐，解决统
计基础设施问题，促进统计
工作开展。

4

评价要点：
①考核统计内部系统印刷产品是否及时、印刷产品
数据系统内企业、市州统计
使用率是否高，对印刷产品是否满意。
局工作人员，对项目实施效
②统计内部系统对开展会议培训频次、开展效果等
果的满意程度。
是否满意。
政府部门满意度通过上述满意度加权计算。

项目效
益
政府部门
满意度

合
计

权
指标解释
重

4

100

评价要点：
①数据产品：年鉴、手册、月报、快报、公报、数
据快递、实证报告、“湖北统计微讯”公众号8类。
②通过主流媒体、现代传播媒、手机微信、微博等
手机软件进行发布。

评价要点：
①援助西藏山南市统计局及新疆博州、农五师，每
个单位每年不少于20万元，共计60万元；
②对驻点村溪水县双河口村每年不少于40万元扶贫
款。

评价要点：
高校数据使用者和其他社会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高校数据使用者对数据
公众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
使用的满意程度以及其他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社
程度。
会公众整体满意度通过上述满意度加权计算。

参考值
（目标值）

8类；
4个；

100万元

100%

95%

绩效标准

历史标准

计划标准

历史标准

历史标准

评分细则

数据产品包括了年鉴、手册、月报
、快报、公报、数据快递、实证报
告、“湖北统计微讯”公众号8类计3
分，少1类扣0.5分，扣完为止；
通过主流媒体、现代传播媒、手机
微信、微博等手机软件进行发布计
2分，少一种，扣0.5分。

三个单位都按标准拨付，计2分，
一个单位未拨付扣0.5分，扣完为
止；
对驻点村溪水县双河口村援助不少
于40万元扶贫款，计2分，未援助
不得分，援助金额每降低5万元扣
0.5分，扣完为止。

政府部门满意度满意度达到95%，
计8分，每降低10%，扣0.5分，扣
完为止。

社会公众整体满意度达到85%计4
分，每降低10%扣0.5分，扣完为止
。

分数

5

证据

●年鉴、手册、月报、快报、公报、数据快递、实证
报告、“湖北统计微讯”公众号、湖北统计数据手册9类
。
●根据现场访谈，各类统计数据的发布主要利用主流
媒体、现场新闻发布会等，湖北省统计局创建湖北统
计微讯公众号，公众号有对月度、年度数据进行发
布，统计标准、制度、指标解释也有相关说明，便于
查询。

证据来源

●《湖北日报》
●《湖北统计年鉴》
●官网截图
●现场访谈
●网站查询
●宣传照片

3.5

●省统计局2017年援助了两个单位，其中援藏款20万
元，援疆款17万元，另外派技术员赴乌鲁木齐开展支
●项目支出明细表
援新疆培训，但对农五师的援助由于突发地震调整为
泾河县援助，扣0.5分。
●对驻点村溪水县双河口村援助60万元扶贫款。

3.5

●有29人表示满意，占比78.38%；有8人表示比较满
意，占比21.62%。无人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设定
满意选项权重3分，比较满意选项权重2分，不太满意
选项0分，不满意选项0分。
计算政府部门满意度=（78.38%*3+21.62%*2）
/3=92.79%，扣0.5分。

3

88.5

●问卷分析

●高校满意度情况：有16人表示满意，占比50%；有16
人表示比较满意，占比50%；无人表示不太满意或不
满意。由此可见，在校大学生基本对统计局发布的统
计数据感到满意。设定满意选项权重3分，比较满意选
项权重2分，不太满意选项0分，不满意选项0分。
满意度=（50%*3+50%*2+0%*1+0%*0）/3*100%=83.33%
● 社会公众：有73.68%的人表示比较满意；有26.32%
●问卷分析
的人表示满意；没有人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设定
满意选项权重3分，比较满意选项权重2分，不太满意
选项1分，不满意选项0分。
满意度=（26.32%*3+73.68%*2+0%*1+0%*0）
/3*100%=75.44%
● 计算平均数：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3.33%+75.44%）/2=79.38%，扣1分。

证据收集
方法

卷宗研究

卷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