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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依据

湖北省统计局行政编制 99 人，参照公务员编制 366人，事业编制 23人，人

均办公面积狭小，亟待改善。省政府办公厅秘三字 150号，交 114号续办件同意

对省统计局办公条件进行改善，省政府领导同意省统计局租用省信息中心业务用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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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财政分解下达统计局预算 180万元用于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其中办公房

租赁费 60万元，物业管理费 65万元，办公楼维修（护）费 55万元。

湖北省统计局按照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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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省局机关办公需要，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创造良好办

公环境。

（2）年度目标：租用办公房面积达到 1200 平方米，提高办公环境满意度；

提供高质量物业管理服务，提高物业服务满意度；对办公楼房供暖管道、供电系

统等进行维修，以改善办公条件，保障工作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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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机关“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评价工作组名单如下：

组长：刘洪

成员：刘薇、贺宾

第三方人员：刘蓓、王斌、王梓

（二）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了解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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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 2017 年湖北省统计局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

表、记账凭证、项目实施单位后勤服务中心等年度工作计划等资料，参考《湖北

统计工作纲要——2017》的内容，评价小组充分熟悉项目背景、项目内容、项目

活动等信息，这为评价小组后续制定绩效自评方案奠定了基础。

2、设计绩效自评表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评价小组设定了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相结合的绩效自评

指标体系。“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项目” 绩效自评表由 2 个一级指标、4 个

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包含 3 个定量指标，量化程度较高。

评价小组根据年初项目申报文件留用了“租用办公房面积”、“办公环境满意

度”、“物业服务满意度”3个指标，弃用了“物业服务项目”指标，另结合项目

特点补充设计了“办公楼维修服务质量”、“物业服务质量”、“办公楼稳定性”等

5个指标。

同时评价小组根据项目评价所需的数据形成“基础数据表”，并针对项目服务

对象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服务对象的反馈信息。

3、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根据制定的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首先收集实施单位的项目

预算文本、项目申报表、2017 年后勤服务中心年度工作计划及目标，前往项目实

施地，现场查看了湖北统计局 2017 年上半年支出明细、抽查了相关凭证，现场

与后勤服务中心和财基处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具体项目实施情况并查看了 2017

年办公房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对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

析。

4、绩效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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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项目自评报告初稿。

对机关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评价工作进行总结，将机关服务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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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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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卷研究。评价小组在项目实施单位收集与绩效评价有关的文件资料，

同时在财基处和后勤服务中心获取办公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项目申报文本、项目

相关会计凭证及房屋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相关维修合同等与绩效评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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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访。评价小组通过对省统计局后勤服务中心、综合处、财基处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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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实地查看，深入项目单位，实

地察看、面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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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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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单位办公用房管理的规定

等内容，对绩效评价的信息进行补充。

三、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良好，截止至 2017年 12 月 31日，资金支出率为 99.98%。

大部分工作按计划实施，租赁和物业服务正常开展，其数量产出和质量产出基本

符合预期，满足省局机关办公用房需要，改善了办公条件。但办公楼供暖管道改

造、供电系统维修、监局机及监测分局办公楼楼道墙面维修等因流标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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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申报预算资金 180 万元，实际

下达预算资金 180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至 2017年 12月 31日，“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实际支出 179.97

万元，执行率为 99.98%。

明细项目执行情况如下表：

支出项目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办公房租赁费 600,000 599,700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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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项目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物业管理费 650,000 1,124,487 173.00%

办公楼维修费 550,000 75,513 13.73%

合计 1,800,000 1,799,700 99.98%

项目资金总体执行率达 99.98%，其中办公房租赁费执行率为 99.95%，物业管

理费执行率为 173.00%，办公楼维修费执行率为 13.73%。

办公楼维修费执行率偏低。由于办公楼维修招标无响应，发生流标，其维修

的大部分项目未实施，结余多出的预算资金转到预付 2018 年上半年办公楼租赁

费，造成物业管理费用和办公楼费用资金支出与申报计划差异较大，资金支出与

申报计划不符；且资金的变更使用，未有变更调整记录。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单位（部门）是湖北省统计局后勤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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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用办公房面积。

单位计划租赁办公房面积 1200 平方米，评价小组经查看房屋租赁合同了解

到：湖北省统计局租赁了位于武汉水果湖东一路 19 号湖北信息中心印刷厂 1-4

楼用于办公，实际完成租房面积 1871平方米。

（2）租用办公房空间利用率。

单位计划租用办公房利用率为 100%，评价小组通过访谈后勤服务中心和财

基处了解到：租用办公房全部用于办公（含会议室），无闲置空间，租用办公房

空间利用率为 100%，符合指标。

（3）物业服务项目完工率。

单位计划物业服务项目完工率为达到 100%，评价小组查阅物业服务合同了

解到：物业服务主要包括保洁服务、安保服务和会务保障服务，通过查阅保洁员

签到表、巡查表以及访谈了解到物业服务全部完成。

（4）办公楼维修服务质量。

单位计划为办公楼房提供维修等服务，使办公楼整体、电梯、供电系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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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系统等运行状况良好。评价小组通过访谈和查阅资料了解到：办公楼维修服务

仅进行了电梯等零星维修，办公楼墙面、电梯、供电系统、供暖系统未进行维修，

未达到指标标准。

（5）物业服务项目质量。

单位计划提高物业服务项目质量，使物业服务符合规范、绿化达到一定规模、

垃圾处理及时。评价小组通过访谈和查阅资料了解到：物业服务规范，绿化率达

40%，垃圾每日及时进行处理。物业服务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办公楼运行稳定性。

单位对办公楼运行稳定性计划标准为保障办公楼正常运行，不影响正常工作。

通过访谈及查阅资料了解到:项目实施后无断电、可正常供暖，办公环境良好，

能维持办公正常运行。办公楼运行稳定性达到预期目标。

（2）可持续影响。

单位对可持续影响的计划标准为能支持项目长期运行及合理运维。单位与租

赁方、物业及办公楼维修单位签订了合同，由后勤处负责相关事宜，可支持项目

长期运行及合理运维。可持续影响性达到预期目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办公环境满意度。

单位计划办公环境满意度达到 95%。通过随机的方式，对统计局 20 名办公

人员发放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到物业服务满意度为 93.33%，略低于预

期目标。

（2）物业服务满意度。

单位计划物业服务满意度达到 93%。通过随机的方式，对统计局 20 名办公

人员发放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到物业服务满意度为 93.33%，达到预期

目标。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17年度大部分绩效指标全部完成，仅维修服务质量、完成及时率、办公环

境满意三项指标未完成。具体原因如下：

湖北省统计局“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经费项目”中维修服务质量、完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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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率、办公环境满意度未完成指标，其原因均为办公楼维修项目未顺利实施。2017

年统计局对办公楼维修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但无企业响应，发生流标，故供暖管

道维修改造、供电系统维修保养、楼道墙面维修等未实施，仅进行了电梯维修、

消毒水池维修、门锁维修等零星维修。维修服务质量和完成及时率未达预期目标。

改进措施：招标失败，增加招标成本，延迟项目进程。单位应加强政府服务

采购管理，规范准确编制招标文件，对流标项目分析原因，合理采取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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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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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绩效指标

2017年对“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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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将在下一年度的预算指标编制中，把原有指标“物业服务

项目”指标改为“物业服务完工率”，使绩效指标进行细化，绩效指标体系更加

完善。

（二）推进结果报告与公开

本单位计划于 2018年 6月份报送“2017 年度办公房租赁和物业管理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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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文本编制内容较合理。项目的预算明细内容符合局机关实际情况，例如

办公楼租赁和物业服务费是依据往年经验进行预算，办公楼维修则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申报，具有现实意义，且可执行性强。

采购规范，账务处理准确。政府采购支出具有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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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采购合同备案表、发票及相应的手续和领导签字。附件完整，流程合规。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预算编制绩效指标存在不合理的情况。评价小组在项目评价过程中

了解到：项目预算文本中的绩效指标与实际工作有所不符。例如对信息化中心印

刷厂 1-4 楼的租赁 2007 年已开始，实际租赁面积 1871 平方米，而预算文本设置

的指标为 1200平方米，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

2、项目资金管理不完善。项目单位未对资金的使用范围、使用标准、资金

分配有明确规定。例如，因办公楼维修项目流标未实施，单位将其多余资金转到

预付 2018年上半年办公楼租赁费，未按项目申报文本执行。

3、招标过程中发生流标，造成招标失败，部分项目无法实施。单位对办公

楼维修项目公开招标，无企业响应，不仅增加招标支出，也影响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规范预算申报文本的编制。在进行绩效指标设计时，充分了解各项目的

具体实施情况，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具有考核意义的指标值，以规范绩效考核

工作。

2、规范资金管理。制定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制度中明确各项目支出范围、

分配原则、核算办法等，执行过程中分项目核算，统筹各项目支出进度、合理分

配各项支出。

3、加强政府采购管理，根据项目情况制定符合市场发展的招标文件，体现

公正合理性要求，以确保招标有企业响应，参与者公平竞标，使项目能按照标准

及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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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