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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依据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提出“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

点，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的总目标，以及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五个湖北”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发〔2013〕9 号）

提出“要建立健全落实《推进“五个湖北”建设实施意见》的执行体系”、“检查各项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要求，省统计局开展了“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

监测专项经费项目”，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完善和推进战略部署提供重要决策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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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万元用于“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

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其中会议培训工作经费 29.85 万元，印刷与邮电工

作经费 21.92万元，办公与差旅工作经费 9.66万元，劳务与咨询工作经费 6.72万

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工作经费 31.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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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引导部门和地方形成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

以促进我省的科学发展。

（2）年度目标：监测战略支点建设进度，为省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监测经

济发展转型进度，为省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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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项目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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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分所提供咨询和协助，具体实施“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

监测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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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刘洪

成员：邓一平、付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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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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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绩效评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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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由 2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构成。绩效自评指标体系包含 10

个定量指标，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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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统计指标完成量”、

“经济型统计指标完成量”、“统计进程报告篇数”、“统计分析报告篇数”、“政策建议

采用数”5个指标，评价小组针对绩效自评对象的特点补充设计了 5个个性化指标，

包括“统计数据核查力度”、“数据抽样方式的多样性”、“监测领域多元性”、“监测方

式的创新”和“监测成果发布时效性”。

3、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根据制定的绩效自评工作方案，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首先收集项目预算文本、

项目申报表、2017年调查监测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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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调查监测分局的会议通知和培

训通知、《湖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第八研学小组统计分析成果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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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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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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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撰写“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自评报告初稿。

对“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评价工作进行总

结，将“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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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在监测分局收集与绩效评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同时

在财基处和监测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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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对调查监测分局进行实地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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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

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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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2 %。

大部分工作按计划开展，实现多途径、多领域监测，并形成相应监测分析报告，

政策采用率高，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促进我省的科学发展；实现了在监测领域、

统计指标、统计报表三方面的创新；全面开展数据质量核查工作，加大核查力度，

及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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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申报预

算资金 100.00万元，实际下达预算资金 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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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

费项目”实际支出 89.82万元，执行率为 89.82%。

项目资金
预算资金

（万元）

执行资金

（万元）

执行率

（%）

会议费 3.50 - 0.00

培训费 26.35 25.90 98.28

印刷费 18.20 16.96 93.18

办公费 6.78 4.04 59.65

差旅费 2.88 9.64 334.59

邮电费 3.72 2.03 54.59

劳务费 4.72 3.79 80.23

咨询费 2.00 - 0.00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27.00 27.20 100.7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85 0.27 5.52

合计 100.00 89.82 89.82

（1）会议费和咨询费资金未执行，原因是监测分局未按照年初预算开展全

省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报告专家论证研讨和新闻发布会议，仅召集了相关负责

人进行交流。

（2）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内容为调查资料编辑出版发行费，实际支出

为财务软件服务费，实际支出与预算不一致，计划支出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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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统计指标完成量

调查监测分局 2017年计划完成 34个战略支点指标的统计，评价小组根据现

场访谈和查阅《湖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实际完成了

78个战略支点指标的统计，完成率为 2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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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转型统计指标完成量

调查监测分局 2017年计划完成 40个经济转型统计指标统计，评价小组根据

现场访谈和查阅《湖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了解到实际完成了 32 个经济

转型统计指标，完成率为 80%，未达到目标值。

（3）统计工作会议频次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开展统计工作会议 4次，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了解到

实际开展了 4 次统计工作会议，会议完成率为 100%。其中，开展了 2 次监测战

略支点建设进度统计工作培训会议，主要对工作内容进行部署，对战略支点的相

关材料进行分析，并组织对数据表格填写的相关培训；开展了 2 次经济发展转型

的进度统计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建设的内容。

（4）业务培训人次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开展业务培训 743人次，评价小组通过与相关负责人访谈

及查阅会计凭证，了解到实际开展了业务培训 745人次，达到预算目标。其中报

表填报培训 176 人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培训 12 人次，统计分析与报表制度业

务培训 150 人次，数据质量核查培训 106 人次，脱贫攻坚成效培训 42 人次，科

技创新统计年报会议 175人次，统计报表制度复合人才培训 84人次。

（5）数据抽样方式的多样性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采用重点抽查和抽样调查 2 种方式开展抽样工作，评价小

组通过现场访谈，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严格采取两种抽样方式，一方面采用重点

抽查中的问卷调查方式对企业开办情况、改革调查、民间投资、降低成本等统计

数据开展抽查工作，另一方面采用抽样调查方式对脱贫攻坚成效的统计数据进行

抽查，确保统计数据质量真实可靠。

（6）统计数据核查力度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开展 4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了

解到实际开展了 4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达到年初目标。通过省、市、县三级联

动和异地交叉核查了全省 17 个市州 4312家新增调查单位的统计数据，对核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定性定则，一查到底，通报核查结果，及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

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7）信息化设备配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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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分局计划购买一套表指挥中心大屏和液晶拼接屏并投入使用，评价

小组通过查阅项目支出明细账，了解到实际未购买信息化设备，信息化设备配置

率为 0%。

（8）监测成果发布时效性

调查监测分局计划将监测成果形成后及时发布到各平台，评价小组根据现场

访谈，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在 2017 年 8 月前将形成的调查监测成果如《三峡库

区社会经济发展监测》在统计局公开出版物上发布；在 12月份前将《城市年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等通过统计局公开出版物、政府公开工作指

南、统计局官方门户网站等途径实时更新，及时为党政领导的决策、科研机构的

研究提供有力依据。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统计进程报告篇数

项目实施后，计划完成 1 篇统计进程报告，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和查阅《湖

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实时监控我省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进程，编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切实满足各级党委政府决

策需求。

（2）统计分析报告篇数

项目实施后，计划形成 1 篇统计分析报告，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访谈和查阅《湖

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编制了《湖北推进“四个着力

点”成效监测报告》，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基础。

（3）监测领域多元性

项目实施后，监测领域计划覆盖到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调查监测、三峡库区移

民监测、城市年报、精准扶贫实施情况监测、大健康统计、丹江口库区发展等 6

个领域，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及查阅《第八研学小组统计分析成果汇编》和《湖

北发展战略实施检测报告》，调查监测分局实现了 6个监测领域的全覆盖。

（4）政策建议采用数

项目实施后，完成的调查分析成果被采用数计划达到 2 篇，实际采纳数为 7

篇，超过年初目标值。评价小组通过现场访谈和卷宗研究，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

编制的《降低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政策实施成效调研报告》、《2017年新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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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开办情况调查报告》、《湖北省贫困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情况分析》、《湖

北省大健康产业现状分析》等 7篇调查分析成果被省政府、发改委、扶贫办采用，

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促进我省的科学发展。

（5）监测方式的创新

调查监测分局实现了在监测领域、统计指标、统计报表三方面的创新，评价

小组根据现场访谈，了解到调查监测分局为贯彻落实南水北调工程，根据监测分

析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增了对丹江口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监测分析；

对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标的薄弱处进行了改善；

针对统计报表的归类、报送方式、网络上报等问题开展了报表填报培训工作，为

全面推进统计调查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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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经济转型统计指标完成量、

信息化设备利用率两项指标未完成。具体分析如下：

1、经济转型统计指标完成量

调查监测分局 2017年计划完成 40个经济转型统计指标的统计，实际完成了

32个，完成率为 80%，未到达目标值；主要原因为绩效目标指标值照搬以前年度

计划，未对历年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完成统计 40 个统计指标的指标值与实际工

作情况不符。

改进措施：调查监测分局结合历史完成情况设置切合实际的指标值，可根据

单位近 5年工作完成情况与业务处室年度计划，适当调减该指标值，从而增加指

标值的对比性，保障考核结果的有效性。

2、信息化设备配置率

调查监测分局 2017 年计划购买一套表指挥中心大屏和液晶拼接屏并投入使

用，实际未购买，信息化设备配置率为 0%；主要原因为到该设备暂时不需要更

新，在编制预算前未结合负责采购和使用该设备的相关业务处室设备购置更新计

划，进行集体决策。

改进措施：调查监测分局在编制预算前应充分结合相关业务处室的设备购置

更新计划，进行集体决策，保证对应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科学合理地安排本

年度项目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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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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

测专项经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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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相关进项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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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预算资金 100万元，其中

安排 27 万元作为信息化设备费经费，与业务处室年度计划及实际情况不相符。

针对该项预算编制不合理的问题，评价小组将在 2019 年预算编制时充分与相关

处室沟通，调整预算结构，将与业务处室工作计划不相关的事项进行调整，科学

安排年初预算，保障项目资金的合理分配。

3、调整绩效指标

评价小组对“2017年度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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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领域多元性”、“监测方

式的创新”和“监测成果发布时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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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信息化设

备”调整为“信息化设备配置率”，“统计频次”调整为“统计工作会议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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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培训费”、“数据质量达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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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数据核查力度”、“数据抽样方式的多样性”等指标。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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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计划于 2018年 6月份报送“2017 年度战略支点建设暨转变发展方式统

计监测专项经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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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力度。调查监测分局组织开展了 4 次统计数据核

查工作，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和异地交叉核查了全省 17个市州 4312家新增

调查单位的统计数据；对核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定性定则，一查到底，将核查结

果上报给省统计局，及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

2、政策采用率较高。调查监测分局编制的《降低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政

策实施成效调研报告》、《2017 年新增工业企业开办情况调查报告》、《湖北省

贫困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情况分析》、《湖北省大健康产业现状分析》等 7 篇调

查分析成果被省政府、发改委、扶贫办采用，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促进我省的

科学发展。

3、实现多途径、多领域监测。调查监测分局利用重点调查和抽样调查的方

式进行统计数据，及时为党政领导的决策、科研机构的研究提供有力依据；监测

领域多元，实现了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调查监测、三峡库区移民监测、城市年报、

精准扶贫实施情况监测、大健康统计、丹江口库区发展 5个领域的全覆盖；实现

了监测领域、统计指标、统计报表三方面的创新，为全面推进统计调查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指标值设置不合理，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增强。调查监测分局设立

了具体的绩效目标与相应的绩效指标，绩效目标合理可行，但存在个别指标值设

置过低或过高情况，如“战略支点统计指标完成量”指标值为 34 个，与调查监

测分局近 5 年统计指标完成量的平均值 78 个相差甚远，导致考核结果代表性不

高；“经济转型统计指标完成量”指标值明显高于调查监测分局近 5 年的完成平均

值，指标值设置过高，不利于项目的绩效考核。

2、部分预算项目未按期执行，资金使用率不高。调查监测分局部分工作未

按照年初预算计划开展，如全省转变发展方式统计监测报告专家论证研讨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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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议未按计划开展，仅召集了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预

算内容为调查资料编辑出版发行费，实际支出为财务软件服务费，实际支出与预

算不一致，计划支出未执行。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加强绩效指标值设置的合理性，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一方面，预算编

制部门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应结合单位历年工作情况设置指标值，设定切实可行

且带有考核激励效果的指标值，如适当调高“战略支点指标完成量”与“政策建

议采用数”的指标值，适当降低“经济型统计指标完成量”的指标值，保障考核

结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预算编制部门在编制预算前应充分结合设管中心、监

测分局等相关业务处室的设备购置更新计划，进行集体决策，保证对应项目资金

使用的合规性，科学合理地安排本年度项目预算资金。

2、做好前期规划，提高项目执行率。业务处室应根据年初预算提前做好规

划部署，提前与相关部门接洽沟通，保障专家研讨会、新闻发布会、调查资料出

版等的有序进行，若无法达成目标，要做好预算调整，尽快寻求替代方案，保证

各项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对于预算计划内的项目，督促项目尽快实施，加快项目

推进。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本评价结果依据评价客体提供的各项基础资料，运用规定的评价方法，评价

工作组保证本次评价工作全过程的公正和公平，各项评价基础资料的真实性与完

整性由评价客体负责，未经评价组织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本评价结

果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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