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7年湖北省统计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总分：

评价单位 湖北省统计局 评价年度 2017年

部门整体支出资金
（万元）

预算数                     14,934.23 全年执行数             13,893.62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4,934.23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数

            13,893.6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执行数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年初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 指标值偏差率 备注

投入 预算执行

预算
执行率
（10分）

10

预算执行率=（预算完成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预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度
实际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部
门（单位）预算数。

预算执行率＝100%的，得10分。
预算完执行率≥95%的，得9分。
预算执行率在90%（含）和95%之
间，得8分。
预算执行率在85%（含）和90%之
间，得7分。
执行率在80%（含）和85%之间，
得6分。
预算执行率在70%（含）和80%之
间，得4分。
预算执行率＜70%的，得0分。

100% 91.95% 8 -8.05%

预算调整率
（10分）

10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
数）×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预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
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
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
、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
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
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
金预算。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得10分
。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的，每增
加0.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
止。

5.00% 1.18% 10 -76.40%

目标1：生产优质统计产品，提供优质统计产品。

项目
产出

数量指标 统计报表
是否按月、季、年的要求，完成专
项统计项目报表编制工作，用以反
映项目数量目标的完成情况。

统计报表全部编制完成计3分，未
完成一项扣1分。

月报表27类；
季报表24类；
年报表41类

“政务信息采用率”指标弃用。
弃用原因：原目标值按报表是否是常规还是专报
分类，难以统计报表数量，考核人员工作量大，
故弃用。

数量指标
印制数据产
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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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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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的要求印刷数
据产品计4分，一种未完成扣0.5
分，扣完为止。

全部编制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 3

执行情况：印制数据产品未全部按预算完成，实
际编制与预算安排编制数量存在差异。
未完成原因：一方面，预算编制不太全面，实际
执行预算编制内容时，当前处室工作任务有所变
化，实际需求量需要做调整变化；另一方面，财
务做账错误，未将计入统计专项业务支出的印刷
费计入该类经费中。
改进措施：及时更新调整预算编制内容，建立项
目预算调整制度。一方面，定期对预算内容进行
绩效监控，根据绩效监控结果调整预算编制内容
。同时，财基处应制定项目预算调整制度，如年
中统计业务专项经费项目内容有重大调整，要求
各业务科室对年中预算调整的事项进行调整说明
。财基处也便于比较预算与实际工作的差异，方
便下一年工作的预算编制。

质量指标
政务信息采
用率

项目完成统计结果能够得到采用，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质量指标的实
现程度。

300篇；
采用率78%

“政务信息采用率”指标弃用。

质量指标
统计业务能
力保障程度

6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对所有调查
项目的基层统计人员进行培训，用
以反映人员对统计质量的保障程度
。

统计业务培训工作都按计划完
成，计6分，一项未完成扣
0.5分，扣完为止；
培训人均费用未超过标准计2分，
否则不得分。

全部完成；
450元/人/天

部分达成预期指
标；

350元/人/天
4

该指标为新增指标。
未完成原因：有部分培训工作年初预算有安排，
实际未开展的培训；有部分年初无预算安排，实
际开展的培训；另外，有部分档案管理工作有待
进一步加强，因资料不完整，无法确定参会人
数；
改进措施：根据历史会议开展情况和预计工作安
排，合理规划预算资金达到分配，定期也需整理
项目资料，进一步规范业务处室档案管理工作。
项目单位要加强项目资料归档管理，相关业务处
室需指派专人负责项目资料的分类归档。

数量指标
统计分析及
调研报告

5

项目实施后实际完成统计专报、增
刊以及其他统计资料分析报告情
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效
益。

分析报告数量达到目标值,计
3分，少完成1篇，扣0.5分。

75篇 99篇 5 32.00%

指标由原来的社会效益指标调整成产出指标。
调整原因：指标“统计分析及调研报告”仅考核
项目数量情况，但指标设置成社会效益指标不太
适用，社会效益里设置了“统计分析结果应用程
度”，考核分析报告被应用的情况，考核程度深
。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统计（对
象）样本充

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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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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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分。

15000家（中小企
业成长企业新增

数）；
18万人（重大社情

民意调查）；
40000人（人口变

动情况）；
20万人（人口劳动

力调查）

15097家；
274381人；
42475人；
20万人；

4

0.65%;
52.43%;
6.19%;

0%
“统计（对象）样本充足度”指标为新增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年初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 指标值偏差率 备注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公开发布统
计信息数据

4

项目实施后，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
通过各种渠道知晓统计数据的情
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会效
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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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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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计2分，

8类；
4个；

9类；
4个； 4

调整年初设定目标值，原目标值“200稿”仅反
映发布的数量，而后者不仅考核了统计数据发布
方式，也考核了数据使用者是否真正理解统计数
据发布内容。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满

意度
4

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计
3分，每降低10%，扣1分，扣完为
止。

95% 75.44% 2

执行情况： 有73.68%的人表示比较满意；有
2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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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满意度为26.32%*3+73.68%*2+0%*1+0%*0）
/3*100%=75.44%
未完成原因：数据使用对象较为单一，社会公众
满意度有待提高。统计数据结果仅为省委省政府
以及其他数据需求者提供信息，数据使用者较为
单一，因此社会公众对统计局工作不太了解，好
评率不高。
改进措施：加深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认识深度，
进而提高社会公众满意程度。统计局应从普通公
众的角度通俗讲解数据信息的意义和作用，多开
展通俗、公众参与度高的活动，同时，加强宣传
力度，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推送与社会公众生
活有关联度的统计信息，让更多社会群众更深层
次了解统计数据，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促进服
务型统计体系的构建。

目标2：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提高统计执法力度。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省市县数据
差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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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质量指标的完
成程度。

省市县数据差率小于5%,计5分，
每增加1%，扣1分。

5‰ 0 5

质量指标
统计举报案
件办结率

4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及时对统计
执法案件进行查办立案，并督促整
改结案，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
会效益。

统计举报案件办结率达到100%计4
分，每降低10%，扣0.5分，扣完
为止。

100% 100.00% 4

质量指标 抽样精度
抽样精度是指样本统计量与总体指
标之间的抽样误差，用以反映和考
核数据的准确程度。

94%
“抽样精度”指标弃用。
弃用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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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弃用。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违法案件结

案率
5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及时对统计
执法案件进行查办立案，并督促整
改结案，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社
会效益。

统计执法案件办结率达到100%计5
分，每降低10%，扣0.5分，扣完
为止。

100% 100.00% 5

社会效益
统计宣传多

样性
4

部门（单位）开展统计宣传工作的
方式是否具有多样性，宣传内容是
否具有多样性，用以反映和考核部
门（单位）履职情况。

完成宣传手册和法律文书的编印
及分发工作，计4分，每减少
10%，扣1分。

20000本 22580本 4 12.90%

年度目标3: 整合统计信息平台，提高数据处理信息化水平。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联网直报企

业
3

项目实施后，部门（单位）对新增
中小企业数，并进行上报的情况，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完成情况。

按计划标准完成，计4分，每减少
10%，扣1分。

1.5万家 1.51万家 3

数量指标
系统查询频

次
3

全年查询统计信息平台的次数，反
映信息系统使用情况，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的数量产出。

每年系统查询频次150万次，计4
分，每减少10%，扣1分，扣完为
止。

＞150万次/年 ＞150万次/年 3

质量指标
机房设备完

好率
3

项目实施后，购置机房设备后，机
房设备正常使用的情况，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的质量情况。

机房设备完好率为现存正常设备
数量与机房实际购置设备数量的
比率，完好率为100%，计2分，每
减少20%，扣0.5分，扣完为止。

100% 100% 3 “机房设备完好率”为新增指标。

时效指标
故障排除时

间
3

统计信息平台出现故障后，工作人
员进行紧张抢修，故障排除所需要
的时间，用以反映项目实施的及时
性。

信息平台故障排除时间在两个小
时以内，计2分，超过1个小时，
扣1分，扣完为止。

   <2小时       <2小时 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年初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得分 指标值偏差率 备注

效益
指标

效益指标
网络安全、
稳定性

4
项目实施后，计算机网络运行是否
安全、稳定，用以反映项目的实施
效果。

网络安全、稳定性，一般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获取结果，超过98%，
计4分，每降低10%，扣1分，扣完
为止。

≥98% 90% 3

执行情况：计划网络运行稳定满意度达95%，评
价小组通过随机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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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运行
稳定满意度为90%，未达预期指标。
未完成原因：网络安全、性能稳定程度低于预期
计划，主要由于网络需及时更新，存在更新不及
时的情况，对网络性能稳定产生影响。
改进措施：对网络安全进行专人管理，及时更新
网络，保证网络性能稳定。

年度目标4: 开展全省农业普查，完成入户登记以及数据收集处理上报及质量评估验收工作；

产出
指标

质量指标 入户登记率 2
项目实施后，三农普查实际入户登
记数量与计划入户登记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统计程度。

入户登记率为实际登记户数与计
划登记户数的比率，入户登记率
为100%，计2分，每减少1%，扣
0.5分，扣完为止。

100% 99.89% 1.5

执行情况：2016年湖北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摸底数
据为938.02万农户、9.04万个农业经营单位，实
际登记数据为936.22万农户、9.81万个农业经营
单位，完成率99.89%，未达到目标值。
原因分析：农户摸底实施方案不够细致，相关界
定未明确，存在与规模户、经营单位的数量弄混
的情况；同时也存在农村户口迁移的情况，降低
了农户数量，导致摸底数与登记数不一致。
改进措施：业务处室应制定完善的实施方案，控
制漏报率。农村处在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时可
结合历年工作经验与当前实际，对往年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加以强调，对难以考量内容进行限定，
如对农户与规模户等进行详细论述，预防因界定
不明确导致的统计数据混乱，保障工作质量，将
错漏报率控制在一定水平。

质量指标 数据上报率 3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按工作实施
方案要求，完成三农普查项目数据
上报工作，用以反映项目数量目标
的完成情况。

数据上报率为实际上报数据与已
采集完成数据的比率，上报率为
100%，计3分，每减少10%，计0.5
分，扣完为止。

100% 100% 3

数量指标 评估差错率 3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开展平台上
报数据审核、纠错，用以反映对统
计数据质量的保障程度。

评估差错率为采集错误数据户数
与已采集完成总户数的比率，差
错率为100%，计3分，每减少
10%，计0.5分，扣完为止。

0.50% 0.35% 3

时效指标
数据处理上
报完成时限

数据收集后，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进
行上报，用以反映项目实施的及时
性。

2016年6月前  “数据处理上报完成时限”指标弃用。

效益
指标

效益指标
督办检查完

成率
4

项目实施后，是否对全省17个市州
的普查现场登记工作进行督办检
查，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单位督办
检查的覆盖程度。

督办检查完成率达到100%，计
4分，每减少10%，扣1分，扣完为
止。

100% 100% 4
“督办检查完成率”指标为新增指标。

效益指标
普查宣传方
式多样性

3

项目实施后，是否采取多种方式对
三农普查结果进行宣传、推广，用
以反映和考核三农普查工作的宣传
推广度。

持续通过微讯、网页、报纸等平
台配合普查重点做好宣传，计
3分，每缺少一种宣传方式扣
1分，扣完为止。

持续通过微讯、网
页、报纸等平台配
合普查重点做好宣

传

全部达到预期指标 3 “普查宣传方式多样性”指标为新增指标。

效益指标 农户好评率 4
项目实施后，农户对三农普查过程
的满意程度，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的社会效益。

农户好评率达到95%，计4分，每
降低10%，扣1分，扣完为止。 95% 77.78% 2

“农户好评率”指标为新增指标。
对农户发放的30份有效问卷中，有12人表示满
意，有16人表示比较满意，有2人表示不太满
意，有0人表示不满意，设置满意权重3分，比较
满意2分，不太满意1分，不满意0分。
满意度=（40%*3+53.33%*2+6.67%*1+0%*0）
/3*100%=77.78%。

约
束
性
指
标

资
金
管
理

资金管理合
规性

-

1.是否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遵
照执行；
2.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3.资金整合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是否有规范的审批程序。

— — —

合
计

100 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