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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依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等五部门《关于建立全国基本单位名录更新制度的通知》（国

统字〔2005〕91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全省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工作

的通知》（鄂政办电〔2006〕45号），《国家统计局开展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

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0〕25号）、《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

政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 2010年全国城镇住户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的通知》

（国统字〔2010〕40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乡抽样调查样本轮换

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10〕51号），《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企业一套表改

革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09〕77 号）等文件精神，省统计局开展了“基本单

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以提高数据统计效率，保证数

据质量，为“四经普”工作夯实基础。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7年省直部门预算的通知》（鄂财预发〔2017〕

3 号），省财政分解下达省统计局预算 77万元用于“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

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其中会议培训工作经费 15.26万元，办公设备与印刷

费 15 万元，差旅费 23.88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与维修（护）费 22.86

万元。

省统计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规定，根据项目申报的要求完成以下绩效目

标：

（1）长期目标：实现统计业务标准化管理和提高统计工作效率。

（2）年度目标：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实现企业一套表网上直报，提供全

省及分市县的城乡居民收支数据。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立绩效评价项目小组

根据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暂行办

法》的通知（鄂财绩发〔2012〕5号）、《省财政厅关于 2018年开展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发〔2018〕5号）等文件要求，我们成立绩效评价

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价小组”），并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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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分所提供咨询和协助，具体实施“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

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组长：刘洪

成员：邢新江、谢名义

第三方人员：刘蓓、胡琴、余玉茹

（二）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了解项目背景

通过查阅 2017 年湖北省统计局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记账凭证、项目实施

单位各处室年度工作计划等资料，参考《湖北统计工作纲要——2017》的内容，

绩效评价小组充分熟悉项目背景、项目内容、项目活动等信息，为绩效评价小组

后续制定绩效自评方案奠定了基础。

2、设计指标体系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设定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相结合的自评指标体系，并形成

“基础数据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由 2个一级指标、3 个二级指标、12 个三级指标构成。绩效自评指标体系包含 11

个定量指标，1个定性指标，定性定量指标相结合，量化程度较高。

其中：评价小组根据年初项目申报文件留用了“基本单位数量”、“基本单位名

录库更新频次”、“一套表网上直报率”等 3 个指标，评价小组针对绩效自评对象的

特点补充设计了 8 个个性化指标，包括“调研完成率”、“调查手册发放率”、“数据

管理系统的维护和升级”、“调查单位审核率”、“调查单位质量抽查率”、“城乡收支

数据监控点”、“统计年鉴数据完整度”、“信息共享平台共享程度”等。

3、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根据制定的绩效自评工作方案，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收集实施单位的项目预算

文本、项目申报表、2017年普查中心年度工作计划及目标，前往项目实施地，现

场查看了省统计局 2017 年支出明细、抽查了相关凭证，现场与相关负责人员进

行访谈，了解具体项目实施情况；并查看了 2017 年普查中心的会议通知和培训

通知、《湖北省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工作手册》、《湖北省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

质量核查自查报告》、《湖北基本单位统计年鉴》和省统计局官方门户网站，对

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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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评价分析评价

将实际完成数与年初计划数进行对比，计算各项指标的完成率，进行详细分

析，并关注完成率较低的指标，了解其原因，并依次形成项目各指标的综合评价

结果，撰写“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自评报告初稿。

对“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工作进行总

结，将“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的基本情况、绩效

评价工作情况、评价分析及评价结果、评价等级、经验及做法、问题及建议等形

成书面报告。

（三）证据收集方法

1、案卷研究。评价小组在普查中心、调查监测分局和财基处收集与绩效评

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同时收集部门预算整体支出资金下达文件、部门预算整体支

出资金下达资金相关的会计凭证及收、付款凭证、部门预算整体支出资金管理相

关制度等与绩效评价相关资料。评价小组对收集到的项目文件进行深入研究、比

较和分析，进而得到绩效评价所需的证据资料。

2、现场访谈。评价小组通过对省统计局普查中心、调查监测分局相关项目

负责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有关工作开展情况，并核实职责履行、预算执行和管理

等证据信息。

3、实地查看。评价小组对普查中心、调查监测分局进行进行实地查看，深

入业务处室，实地察看、面访、座谈、核查财务凭证、查看预算文本、项目审批

清单以及其他项目相关资料，从各业务处室获取大量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

4、网络信息检索。评价小组通过互联网检索“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

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工作相关的内容，对绩效评价的信息进行补充。

三、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总体执行情况优秀，截止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资金使用率为 93.56 %。

大部分工作按计划实施，省统计局编制了《湖北省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工作手册》

和《湖北基本单位统计年鉴》，实现了名录库资源共享和一套表网上直报，提高

了数据统计效率和数据质量；全面开展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质量核查工作，为“四

经普”工作夯实基础。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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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湖北省统计局“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申报预

算资金 77.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资金 77.0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

费项目”实际支出 72.04万元，执行率为 93.56%。

项目资金
预算金额

（万元）

执行金额

（万元）

执行率

（%）

会议费 1.54 - 0.00

维修（护）费 12.86 1.48 11.49

差旅费 23.88 8.59 35.96

办公设备费 10.00 6.64 66.38

培训费 13.72 10.19 74.23

印刷费 5.00 4.79 95.83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0.00 13.30 133.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 27.06 -

合计 77.00 72.04 93.56

（1）会议费支出未执行，主要原因是普查中心未按照年初预算开展工商、

国税、地税、质检、民政、编办等 8个部门联席会议；

（2）维修（护）费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是普查中心未按照年初预算对基

本名录库和一套表网络设备进行日常维护；

（3）差旅费执行率较低，未按预算计划执行，主要原因是基层工作人员较

少，而调查单位多，工作任务繁重，普查中心领导为减轻基层负担，减少了调研

次数，预算执行率不高。

（4）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为预算批复外支出，主要用于局机关 2016 年度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和购买书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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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单位（部门）是湖北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和调查监测分局，项目实施

周期为一年，实施地点为湖北省统计局，项目产出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业务培训人次

普查中心 2017 年计划开展业务培训 300 人次，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

阅相关会计凭证，了解到普查中心实际开展业务培训 234人次，完成率为 78%，

未达到目标值。

（2）调研完成率

普查中心与调查监测分局 2017 年计划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265 人次，评价小

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阅相关会计凭证，了解到实际开展调研 54 人次，调研完成

率为 20.38%，其中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调研 19人次；城镇住户抽样调研 7人次；

一套表制度核查调研 28人次，未达到目标值。

（3）基本单位数量

普查中心 2017年计划登记的法人单位数量达到 79万，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

谈，了解到基本单位名录库中实际登记的法人单位数量达到了 103万，完成率为

130.38%，超预期目标完成任务。

（4）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频次

普查中心计划每季度更新一次基本单位名录库，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和查

阅工作总结，了解到普查中心实际每季度更新一次基本单位名录库，全年更新

50多万家单位、400多万条信息，实现了名录库资源共享，为确保统计数据质量

打下了基础。

（5）数据管理系统的维护和升级

普查中心计划实现数据管理系统的维护和升级，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

阅相关会计凭证，了解到普查中心实现了数据管理系统的维护和升级，购置了统

计数据生产监控平台，用来展示统计数据生产的流程，监控全省统计信息网络的

运行情况。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调查手册发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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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了解到普查中心印制了 2000 册《湖北省一套表调

查单位管理工作手册》，按地区大小，分配发放到各市州、县市共 1800 册，省

局发放 200 册，发放率为 100%，达到了目标值；工作手册的编制与发放使用在

指导和服务全省各地做好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全省“一套表”统

计调查单位管理工作、保证统计数据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一套表网上直报率

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了解到一套表平台中共有调查单位 43486家，均通

过网络报送系统上报相关数据文件，实现了 100%的网上直报，达到了目标值，

有利于提高数据统计效率，保证统计数据质量。

（3）调查单位审核率

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阅《全省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质量核查工作方

案》、《湖北省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质量核查自查报告》等相关项目资料，了解

到省统计局于 2017 年 6 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套表调

查单位数据核查工作，截止至 2017年 10 月初，全省区县一级共核查 42764家四

上单位，全面覆盖所有四上单位，调查单位审核率为 100%，达到了目标值。

（4）调查单位质量抽查率

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和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省市一级通过工商、税务等

部门资料在 42764家四上单位中比对筛查，确定抽查 4490家疑似问题单位，基本

涵盖了全省一套表调查单位中存在问题迹象的单位，调查单位质量抽查率为

10.50%，超过国家规定 10%的比例，普查中心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全面整改，

并撰写全省单位核查自查报告，为“四经普”工作夯实基础。

（5）城乡收支数据监控点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完成 38 个监测点城乡居民收支数据的监测，评价小组根

据现场访谈，了解到实际监测了全省 38个监测点的城乡居民收支数据，完成率

为 100%，达到了目标值。通过对所在县市的城乡收支水平进行调查，并结合调

查总队的调查数据，调查监测分局发布《湖北省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对全省城乡居民收支数据及增长情况进行公布，为领导的决策提供有

效依据。

（6）统计年鉴数据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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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阅《湖北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了解到普查中心

编制的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中收录 16 余万条名录信息，统计年鉴数据完整度为

100%，达到了目标值，为湖北省第一次地名普查、第二次地理国情普查、第二次

污染源普查提供了有效数据与咨询。

（7）信息共享平台共享程度

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了解到普查中心实际完成信息共享程度为 100%，

达到了目标值。省统计局构建了一套省级信用平台，通过与工商部门信息交换，

核实更新名录库，严格执行“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实现与国家统计局

部门数据管理系统的全面对接，减少审批手续，提高数据统计效率。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省统计局 2017年度大部分绩效指标全部完成，仅“经济型统计指标完成量”、

“信息化设备利用率”两项指标未完成。具体分析如下：

1、业务培训人次

普查中心 2017年计划开展业务培训 300人次，实际培训 234人次，完成率为

78%，未达到目标值。因 8个部门联席会议涉及到工商、国税、地税、质检、民

政、编办等 8 个部门，且项目时间紧，难以协调各部门，统筹安排，故未召开联

席会议。

改进措施：提前部署，促进预算项目正常开展。项目实施过程中，普查中心

要结合年初预算提前做好部署，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促成 8 个部门联席会议的

开展；若通过协商确定无法进行，应及时制定替代方案，保障基本名录库建设工

作顺利开展。

2、调研完成率

普查中心 2017 年计划调研 265人次，实际人数为 54 人次，完成率为 20.38%。

调研完成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为基层工作人员较少，而调查单位多，工作任务繁重，

普查中心领导为减轻基层负担，减少了调研次数。

改进措施：合理配置基层人员，加大预算执行力度。普查中心可结合各地调

查单位数量合理配备人员，可通过业务知识培训、工作指导等提高工作人员业务

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按计划开展工作检查、调研，有利于了解基层本单位名录

库和一套表建设与落实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保障基本单位名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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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与一套表改革落实。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1、落实反馈整改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 2018 年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财绩

发〔2018〕5 号），评价小组对 2017 年度“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

新专项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针对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将与

项目相关处室反馈，制定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并贯彻执行，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

2、与预算安排相结合

本次绩效评价对预算编制情况进行了关注，项目预算编制较为合理，但部分

预算执行率不高，如业务培训人次、调研完成率等的完成情况较差。针对预算执

行率不高的问题，评价小组将与业务处室沟通，了解具体原因，通过适当降低预

算的方式调整预算结构，并制定相关措施，提高预算执行率，保障预算安排事项

的顺利开展。

3、调整绩效指标

评价小组对“2017年度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

开展了绩效评价，在绩效评价指标设计阶段，对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

绩效指标根据本年的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将绩效指标进行细化，并将无法

获取数据、不易衡量的绩效指标弃用，使绩效指标体系更加完善，并应用于下一

年度的绩效目标编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高绩效指标的细化程度，使绩效指标更具有针对性。

根据项目实际产出与产出质量、社会效益，新增“调研完成率”、“调查单位审

核率”、“调查单位质量抽查率”、“城乡收支数据监控点”、“信息共享平台共享程度”

等指标，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产出和社会效益；同时将不利于实现项目工作的全

面考核的指标进行调整，如“年报主要数据”指标调整为“统计年鉴数据完整度”。

（2）将无法获取数据的指标弃用，不断提高绩效指标的可衡量性。

“数据差率”和“抽样精度”指标无法获取量化数据进行对比，在绩效评价工作中

建议设定其他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如：“调查单位审核率”、“调查手册发放率”等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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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本单位计划于 2018年 6月份报送“2017 年度基本单位名录库及调查样本框

维护更新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同时将评价工作情况和评价结果在

湖北省统计局（http://www.stats-hb.gov.cn/）信息公开模块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一套表”统计调查单位管理工

作，省统计局制定了《湖北省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工作手册》，规范项目实施，

用以指导和服务全省各地做好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工作，保障统计数据质量。

2、全面开展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质量核查工作。普查中心对全省区县一级

42764家四上单位进行全面核查，全面覆盖所有四上单位；省市一级通过工商、

税务部了资料比对筛查疑似问题单位，确定抽查 4490 家，基本涵盖了全省一套

表调查单位中存在问题迹象的单位，抽查比率为 10.50%，超过国家规定 10%的比

例，对于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及时整改，并撰写全省单位核查自查报告，为“四

经普”工作夯实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预算项目未按期执行，资金使用率不高。普查中心计划开展的 8 个

部门联席会议，因涉及到工商、国税、地税、质检、民政、编办等 8 个部门，项

目时间紧，难以协调、统筹安排，故未开展；调研完成率未达到目标值，主要原

因为基层工作人员较少，基本单位名录库中地方企业填报的资料不完整，增大了

工作难度，普查中心领导为减轻基层工作者的压力，减少了调研次数。

2、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太合理。普查中心设立了具体的绩效目标与相应的

绩效指标，绩效目标合理可行，但“数据差率”、“抽样精度”以及“企业满意度”、“政

府、社会公众认可”等指标无法获取量化数据进行对比，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可衡

量性较差。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做好前期规划，提高项目执行率。一方面，普查中心应根据年初预算提

前做好规划部署，促成 8 个部门联席会议的开展，若通过协商确定无法进行，应

及时制定替代方案，保障基本名录库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按计划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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