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上海市委党史科研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43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93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429,000.00 预算执行率（%） 99.77% 

项目年度总目标 

1、网站的正常运营，软硬件正常维护，并完成年度预计各项工作要求，实现网

站流量稳步增长。2、举办上海青少年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青少年绘画征集活动、

“党团史教育校园行”活动等；帮助青少年认识党的光辉历程、明白党的奋斗

目标，引导他们树立坚定信念，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习奋斗。3、举办“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相关研讨会和宣传活动。 

自评时间 2020 年 4 月 2 日 

绩效等级 良 

主要绩效 

 2019 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 43 万元，实际使用 42.9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77%； 

本单位已参与市委宣传部牵头主办的“城市荣光”大型主题展和“闪亮的名字”

群英展的大纲策划等工作，“城市荣光”累计观展人次 47.8 万，“闪亮的名字”

各平台累计总点击量突破 200 万；已与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先后联合举办第三届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首届“初心论坛”；已与团市委、

市教委等开展“百万青少年红色大寻访活动”，已与党史学会、高校等合作迎

接建党百年，已与市青中心开展“党史进百校”活动，为广大留学生讲授党史，

全年共协调各类党史课程共 89 次；全年组织协调审稿、审展、审片工作 50 余

次，审读书稿和展览 10 余部，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 4 次，形成研究成果《上海

年鉴 2019》；“上海党史网”在内容上进一步丰富完善，新增“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 15 个专题，总

PV 为 5，146,155，同比增长 13.1%；优质高效地完成了本单位的党史宣教任务，

并在党史研究人员、全市青少年、读者中扩大了党史宣教影响力。                 

主要问题 

1、本项目预算编制在科学细化量化方面有所欠缺，填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申报表》时，疏漏了子项目 4“编撰出版迎接建党百年普及读物”与子项目 5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与宣传”中的依据，疏漏了子项目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与上海历史研究与宣传”中的数量。2、年度绩效目标中数量目标不够清晰、绩

效指标不够明确。3、尚未制定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

缺少相关子项目的有效推进措施、质量检查、验收等佐证材料。4、缺少编撰出

版迎接建党百年普及读物《日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说》、《上海发展战

略历史演进研究（1949-2012）》等出版发行量的数据资料；缺少学术研讨会的

会议记录等佐证材料；质量达标率有待提高。5、长期有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 

改进措施 

1、根据市财政局沪财绩〔2014〕22 号文件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编织预算，仔

细填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使项目预算编制达到依据充分、流

程合规、数量及单价合理的标准。2、项目单位应按照市财政局《上海市预算绩

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文件要求，在设定年度目标的基础

上，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强化投入目标、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及影响力目



标设立，做到与项目实施内容相关联，目标值切合实际，考核可操作。3、制定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确保其有

效执行。4、对于研讨会、学术论坛等需做好相应的会议记录并作为佐证材料妥

善存档，对于普及读物的出版量应做好统计备案。5、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

政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

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

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

定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

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

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本项目已于报送预算时设置

和报送了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预算总额 43 万元，分别

用于：上海党史网运营、“红

色印记”青少年党史教育系

列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与上海历史研究与宣传、这 3
个子项目的预算分别为：18
万、15 万、10 万，绩效目标

与预算相匹配；经细化分解

的绩效指标不够明确、指标

值不够清晰；根据《财政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本项目预算编制基本细化量

化，但子项目 3“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与上海历史研究与宣

传”未填写数量。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研究室“积极推动党

史成果转化，向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进行党史、革命史

宣传教育”的单位职责密切

相关；符合部门年度工作计

划；项目申请立项，符合有

关程序，且提交的文件、材

料符合相关要求；项目的设

立程序规范。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2019 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

43 万元，实际使用 42.9 万

元，根据计算，预算执行率=
实际支出数/预算数×

100%，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算执行率为

99.77%。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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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

理制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

度、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健

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资

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

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信

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1 

本项目的 2019 年“红色印

记”上海市青少年党团史普

及教育系列活动服务合同、

2019 年上海党史网合作协

议等资料，约定了相应的项

目实施过程，能够起到一定

的管理约束作用，但缺少对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海

历史研究与宣传”子项目的

有效推进措施、会议记录、

验收等佐证材料。 

产出目标 

（34 分）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

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对照项

目具体绩效目标和指

标） 

12 12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上海党史网”实际

运营总 PV 为 5，146,155，
网站流量增长完成率 100%；

举办了三次青少年党史普及

教育活动，红色主题教育工

作完成率 100%；与市委宣传

部等单位先后联合举办第三

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上

海”学术研讨会、首届“初

心论坛”，参与联办活动完

成率 100%；参加了中央党史

与文献研究院主办的“党史

和文献宣教工作培训班”并

完成《上海年鉴 2019》党史

部分撰写；编撰出版了两本

迎接建党百年普及读物《日

月新天——上海解放亲历者



说》、《上海发展战略历史

演进研究（1949-2012）》，

各项审稿审展审片完成率

100%；参与市委宣传部牵头

主办的“城市荣光”大型主

题展和“闪亮的名字”群英

展的大纲策划、图片征集、

内容编排、图文审读等工作，

参展策划工作完成率 100%。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项目实际完成时限与

项目计划完成时限的

比例，用以反映项目完

成的及时程度。（对照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和

指标） 

10 10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本项目计划在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完成，

实际上本单位已在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了此项目的各项

工作及各项策展活动的审

核；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为

100%。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

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的质量状

况（对照项目具体绩效

目标和指标） 

12 10 

本项目全年组织协调审稿、

审展、审片工作 50 余次，审

读书稿和展览 10 余部；参加

各类学术研讨会 4 次；上海

党史网日均 PV 为 15,315，
同比增长 12.4%；与市委宣

传部等单位先后联合举办了

第三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澎湃

新闻报道了学术研讨会的现

场实况，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但审稿、审展、审片的验收

资料有待进一步完善。 

效果目标 

（15 分） 
效果达标率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

项目设立时要解决的

问题和要达到的效果 

15 13 

“城市荣光”大型主题展累

计观展人次 47.8 万，“闪亮

的名字”各平台累计总点击

量突破 200 万，收效较好；

为广大留学生讲授党史，全

年共协调各类党史课程共 89
次；上海党史网新增 15 个专

题，页面总访问量同比增长

13.1%，“红色印记”系列

活动使爱国教育深入人心；

基本已实现预期效果；“党

史和文献宣教”的培训效果

有待于实际工作中进一步体

现。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满意度 

党史研究人员、全市青

少年、读者等对党史宣

传教育的满意度 

5 4 

本单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结合主题教育加强党史宣

讲，在市委组织部、德昌居

委会、松江区委党校中青班、

上海职业病研究院等处讲党

课，收到较好反响；在《联

合时报》、《上海滩》、《支

部生活》、《儿童时代》、

《党史信息报》等刊物发表

文章多篇，收到广大青少年、

群众读者等的较好反响。 

长效管理机

制健全性 

建立健全能长期保证

管理制度正常运行并

发挥预期功能。 

10 7 

本单位已在撰稿、审稿、审

展、审片、党员培训、网站

运营等方面建立了有效的管

理制度并能长期正常运行；

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措施有

待提高，从而进一步完善长

效管理机制。 

合计   100 86.0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活动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研究一处、研究二处、研究三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616,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619,943.56 预算执行率（%） 100.64% 

项目年度总目标 

2019 年完成《1949 上海解放日志》的编写工作，出版发行 1000 册；完

成《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的编写工作，出版发行 1000 册；完成《中

国共产党上海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出版发行 1000 册。 

自评时间 2020 年 4 月 3 日 

绩效等级 良 

主要绩效 

2019 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 61.6 万元，实际使用 61.99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6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市委党史

研究室整合全室力量，编写出版了一系列献礼主题图书。推出以图文并茂形式

充分展现上海 70 年发展历程的《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推出以日志形

式记录 1949 年起始至上海解放历史的《1949 上海解放日志》；与市委宣传部

等共同主办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研讨会，广泛开展以“70 周年”为主题的

宣传工作。为全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年、上海解放 70 年，积极添砖加瓦。 

主要问题 

1、本项目预算编制在科学细化量化方面有所欠缺，填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申报表》时，疏漏了子项目 1《1949 上海解放日志》中的“审稿费”和“资

料费”的依据，疏漏了子项目 3《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二卷）》中的“专题档

案资料费”的依据。 2、缺少项目验收报告、出版刊物的质检措施等佐证材料。

3、缺少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 

改进措施 

1、根据市财政局沪财绩〔2014〕22 号文件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编织预算，仔

细填写《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使项目预算编制达到依据充分、流

程合规、数量及单价合理的标准。2、需进行项目验收并完成验收报告，需落实

出版刊物的质检措施并作为佐证材料妥善保存。3、制定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

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确保其有效执行。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通过资金合规性检查，本项

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

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

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完

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符

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定

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算

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6 

本项目已于报送预算时设置

和报送了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预算总额 61.6 万元，分

别用于：《1949 上海解放日

志》、《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中国共产党上

海史（二卷）》，这 3 个子

项目的预算分别为：14.6 万、

30 万、17 万，绩效目标与预

算相匹配；经细化分解的绩

效指标较明确、指标值较清

晰；根据《财政项目支出绩

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预

算编制已细化量化，且数量

合适、单价合理；但子项目 1
《1949 上海解放日志》中的

明细项目“审稿费”和“资

料费”缺少依据；子项目 3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二

卷）》中的明细项目“专题

档案资料费”缺少依据。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共上海市

委党史研究室“研究、编撰

上海党史专著，编辑出版重

要党史书刊，资政育人”的

单位职责密切相关，符合部

门年度工作计划；项目申请

立项，符合有关程序，且提

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

求；项目的设立程序规范。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7.5 

2019 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

61.6 万元，实际使用 61.99
万元，根据计算，预算执行

率=实际支出数/预算数×

100%，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算执行率为

100.64%。超预算 0.39 万元，

通过调整其他项目资金解

决，预算管控能力还有待进

一步改进，扣 0.5 分。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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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

理制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

度、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健

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资

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

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信

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单位于 2019 年已与上海

人民出版社、上海东方广播

有限公司、上海佩阳广告传

媒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中

国共产党上海史（二卷）图

书出版合同”、“音频委托

制作播出合同”、“辉煌 70
年上海再出发图片制作委托

合同”，且约定了相应的项

目实施过程，具有一定的管

理约束作用，但缺少项目验

收报告、刊物出版质量检测

等佐证材料。 

产出目标 

（34 分）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

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

的实现程度。（对照项

目具体绩效目标和指

标） 

12 8.4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于 2019 年 5 月第一

次印 5250 册，于 2019 年 9
月印 3800 册，一共出版发行

9050 册；《1949 上海解放

日志》一共出版 6000 册；已

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但《中

国共产党上海史（二卷）》

由于正式出版前须经中共上

海市委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等相关职能部门审阅，

目前仍在相关职能部门审

稿，尚未发行。因此本项目

实际完成率为 70%。 

完成及时率

（产出时效） 

项目实际完成时限与

项目计划完成时限的

比例，用以反映项目完

成的及时程度。（对照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和

指标） 

10 8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本项目计划在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完成，

实际上本单位已在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了子项目 1
《1949 上海解放日志》与子

项目 2《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并已出版发行；然



而子项目 3《中国共产党上海

史（二卷）》虽已编写完成，

但由于正式出版前须经中共

上海市委和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等相关职能部门审

阅，目前仍在审稿中，截止

2019 年 12 月无法正常出版

发行。因此本项目完成及时

率为 80%. 

质量达标率

（产出质量）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

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的质量状

况（对照项目具体绩效

目标和指标） 

12 9.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

我们党史研究室一共推出 3
本书，《1949 上海解放日志》

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达

6000 册；《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被列为 2019
上海书展推荐好书之一、上

海人民出版社十大好书之

一，也很受读者欢迎，发行

量 9050 册；由于深受读者喜

爱，这两本书的实际发行超

过预期计划。但《中国共产

党上海史（二卷）》尚未出

版，且缺少出版质量标准、

验收报告等佐证材料，因此

本项目质量达标率为 80%。 

效果目标 

（15 分） 
效果达标率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

项目设立时要解决的

问题和要达到的效果 

15 12 

本单位编写出版的《1949 上

海解放日志》为“全市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年、上海解放

70 年”献礼，营造浓厚的党

史宣传气氛，很受广大读者

好评；《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被列为 2019 上海书

展推荐好书之一、上海人民

出版社十大好书之一，由于

深受读者欢迎，又在出版此

书的基础上，携手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策划推出《奋斗

创造城市传奇--新上海的 70
个瞬间》70 集系列短音频，

该短音频在上海新闻广播

“990 早新闻”“新闻午间

道”的黄金时段播放，同时



在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等新媒体平台推出，据央视

索福瑞统计，截止 9月 13日，

此节目在线上全部推出，日

均收听 76.8 万人次、累计收

听人次超 5376 万，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但《中国共

产党上海史（二卷）》尚未

出版，暂时无法体现预期效

果。因此，本项目效果达标

率为 80%。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满意度 

党史研究人员、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党

员干部、读者、群众等

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活动的满意度。 

15 12 

本单位编辑和出版的《1949
上海解放日志》、《上海相

册：70 年 70 个瞬间》等主

题图书营造了“70 周年”的

宣传热潮，深受读者群众的

好评；与东方网合作举办“70
年 70 个瞬间”图片展，亮相

上海南京东路“地铁之窗”

长廊，受到了人大主任、政

协主席、宣传部长等领导的

肯定，并在全市 16 个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和社区信息苑进

行为期四个月的巡展，观看

人次达 2.8 万，党史研究人

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

大党员干部、读者、群众等，

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

活动比较满意。 

合计   100 81.5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费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96,84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96840 
预算执行数（元） 272,482  预算执行率（%） 91.79% 

项目年度总目标 
通过聘请驾驶员，按期发放工资，保障单位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党史研究室

资政育人的作用。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每月按期足额支付 2 位驾驶员工资，保障驾驶员的合同权益，保障党史研究工

作的正常进行。 

主要问题 
1、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缺少对驾驶员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

资料。 

改进措施 
1、应当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2、加强对驾驶员日

常工作的考核，按照季度或者月度，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和考核。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

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

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

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资金使

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

求，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

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

合部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

程符合相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296840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

支出 272482 元，预算执行率为

91.79%。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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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

制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

算管理制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

控机制；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符

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合

理保证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

信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

度，但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

工作的制度不足，例如：缺少对

驾驶员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资

料，需要进一步完善。 

产出目标 
（34 分） 

人员到位率 
考察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2 位驾驶员的

到岗情况。 

10 10 
 

工资发放完

成率 

考察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2 位驾驶员工

资发放的完成情况。 

10 10 
 

全年事故发

生数量 

考察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全年事故的发

生情况。 

8 8 
 

用车及时性 
考察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用车的及时

性。 

6 5 
 

效果目标 
（15 分） 

用车保障率 考察用车保障情况。 7 7   

用车人员满

意度 
考核用车人员的满意

度。 
8 7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

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0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8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事业单位年报审计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秘书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1,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1,000  
预算执行数（元） 11,000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积极配合做好 2 家单位的年报审计工作，确保年报审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并对

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积极整改，保证党史研究室工作程序的规范。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两家事业单位审计，取得被审计单位的

认可，并出具 2 份审计报告。 

主要问题 1、项目长期有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改进措施 1、应当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

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

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

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资金使

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

求，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4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

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

合部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

程符合相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11000 元，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

出 11000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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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

制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

算管理制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

控机制；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符

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合

理保证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

信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

度，但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

工作的制度不足,需要进一步完

善。 

产出目标 
（34 分） 

被审单位数

量 

考察项目完成后，2 个

被审单位数量的完成

情况。 

10 10 
计划审计 2 家单位，实际审计 2

家单位，计划完成率为 100%。 

审计报告出

具数量 

考察项目完成后，2 个

审计报告出具的完成

情况。 

10 10 
计划完成 2 个，实际完成 2 个，

计划完成率为 100%。 

被审单位认

可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对提

供审计服务的单位，工

作完成情况的认可程

度。 

7 6   

审计报告出

具及时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审计

报告出具的及时情况。 
7 7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效果目标 
（15 分） 

被审单位整

改完成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被审

单位的整改完成情况。 
7 7   

被审单位满

意度 
考核项目实施后，被审

计单位的满意度。 
8 7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

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1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8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2019 年预算绩效工作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39,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45000 
预算执行数（元） 30,000  预算执行率（%） 76.92% 

项目年度总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实现

预算决策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

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财政体制活力、政策实施效果、绩效管理

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提供获得感显著提升。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2019 年 3-4 月完成了 3 个项目的 2018 年项目绩效后评价工作；2019 年 9-10 月

份，完成了 10 个项目的 2020 年度绩效目标表的填报。 

主要问题 1、预算执行率不足；2、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改进措施 
1、今后在编报预算时，应更加科学合理的预估项目进行的速度，提高预算编制

的精确性；或者在年中及时调整预算，增加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提高预算

执行率；2、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规、财政

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

付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

算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

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

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部门年

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5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390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0000 元，预算

执行率为 76.92%。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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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项目

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健

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

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

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信息的真实、完

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但是对

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制度不足,需要

进一步完善。 

产出目标 
（34 分） 

绩效后评价

完成数量 

考察项目完成后，3 个

绩效后评价的完成情

况。 

9 9 
计划完成 3 个，实际完成 3 个，计划完成

率为 100%。 

绩效目标编

制数量 

考察项目完成后，10

个绩效目标编制的完

成情况。 

9 9 
计划完成 10 个，实际完成 10 个，计划完

成率为 100%。 

单位认可情

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对提

供绩效服务的单位，工

作完成情况的认可程

度。 

6 6   

后评价完成

及时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后评

价完成及时情况。 
5 5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跟踪评价完

成及时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跟踪

评价完成及时情况。 
5 5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效果目标 
（15 分） 

绩效工作考

核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市财

政局对本单位绩效工

作的考核情况。 

7 7   

工作人员满

意度 
考核项目实施后，工作

人员的满意度。 
8 7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

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2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8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行政事业单位企业清理费用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秘书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8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数（元） 76,000  预算执行率（%） 95.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通过清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解决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政企不分、

政资不分的问题，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依法理顺

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按照《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注销和划转的操作程序》等文件的要求，2019
年度完成本单位下属 4 家企业的清理工作。 

主要问题 
1、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缺少具体的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安排。

2、对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工作完成情况的考核制度不足。 

改进措施 
1、应当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同时，应当制定相应

的工作计划，有效推进项目的实施。2、加强对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工作完成情况

的考核，按照季度或者月度，对第三方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和考核。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

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规、财

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资金

的拨付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

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资金

使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

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

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部门

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

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800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76000 元，预

算执行率为 95%。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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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

单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

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项

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理制度，具

有健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资金使用

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合理保证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信息

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

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

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

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但是

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制度不

足,例如：缺少对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工

作完成情况的考核制度，需要进一步完

善；同时，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沪景律[2019]第 0319 号），第四条律

师费用及支付方式中，支付时间书写错

误。 

产出目标 
（34 分） 

企业清理数

量完成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4 家企业

清理数量的实际完成情况。 
12 12 

计划完成 4 家企业的清理，实际完成 4

家企业的清理，计划完成率为 100%。 

注销企业流

程的规范性 
考察注销企业的流程、程

序，是否规范、符合要求。 
12 12   

清理完成及

时率 
考察项目清理工作完成的

及时情况。 
10 10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效果目标 
（15 分） 

企业清理推

进情况 
考察企业清理推进情况，是

否稳步推进。 
15 12 

本项目缺少具体的推进计划和时

间节点安排。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

度建立健全

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续长

效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15 10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7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党史研究工作经费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3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3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54,460 预算执行率（%） 84.82% 

项目年度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帮助党史研究室更好的发挥工作职能，便于征集、整理编撰

上海地方的重要党史资料，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建设和

市委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服务，推动党史成果的转化，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

党史、革命史的宣传教育。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开展 60 人次的全市党史系统研讨班培训；采购方正 Apabi 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

据库系统 V2.0 和中国图片总汇（多媒体数据库）网站所载图片，通过珍贵图片、

资料的购买，用于日常研究工作。 

主要问题 
1、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但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制度不

足。2、本项目缺少相关的年度工作计划。 

改进措施 
1、应当完善质量检查、验收环节的制度，对于合同中的验收条款应执行到位，

在购买数据库后进行验收考核，并签订《验收单》。2、应当按照具体时间节点

制定项目工作计划。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

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

制度；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相应的

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

同规定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算

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

部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

合相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6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3000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254,460 元，预算执行率为 84.82%。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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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

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

理制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控机制；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项目资

金安全、项目会计信息的真实、完

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1、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

度，但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

作的制度不足；2、本项目缺少相关

的工作计划；3、采购方正 Apabi

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系统

V2.0，项目资金支出在 2019 年，但

是合同约定期限为 2020 年 1 月-12

月。 

产出目标 
（34 分） 

培训人次计划

完成率 
考察培训人次的实际

完成情况。 
8 8 

2019 年 3 月 7 日-8 日，完成 60 人

次的培训 
数据库系统采

购计划完成率 
考察数据库系统采购

的实际完成情况。 
8 8 

已完成采购方正 Apabi 中国报纸资

源全文数据库系统 V2.0 
多媒体数据库

采购计划完成

率 

考察多媒体数据库采

购的实际完成情况。 
8 8 

已完成采购中国图片总汇（多媒体

数据库）网站所载图片 

项目验收合格

情况 
考察采购的数据库，验

收合同情况。 
5 2 

合同约定方正 Apabi 中国报纸资源

全文数据库系统 V2.0，在产品安

装、验收后一次性支付货款，但是

实际未有《验收单》。 
项目完成及时

性 
考察项目完成及时性。 5 5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效果目标 
（15 分） 

受益人满意度 
考核项目实施后，受益

人的满意度。 
15 13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1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4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全国党史重点项目上海编撰工作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447,6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72000  
预算执行数（元） 442,048  预算执行率（%） 98.76% 

项目年度总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紧做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坚持不懈把深化党史

研究作为第一位任务认真抓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地方党

史专题研究系列丛书的史料收集工作，为进一步加强上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历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撑，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深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上海地方党史研究，完成《中国共产党上海简史》、

《中共上海中央局研究》、《中国共产党创造史》和《中共中央在上海系列研究》

的部分编撰工作。 

主要问题 
1、项目长期有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2、缺少对书籍出版编撰情况的考

核制度。3、在工作计划方面，缺少具体的时间节点安排。 

改进措施 
1、应当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确保项目的持续实施。2、加强对书籍编撰

工作的考核，按照季度或者月度，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和考核。3、应当按

照具体时间节点制定项目工作计划。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

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

制度；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相应的

审批程序；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

同规定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算

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

部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

合相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4476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442048 元，预算执行率为 98.76%。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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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

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

理制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控机制；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项目资

金安全、项目会计信息的真实、完

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但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

制度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工作

计划方面，缺少具体的时间节点安

排。 

产出目标 
（34 分） 

中共上海中央

局研究编撰完

成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中共

上海中央局研究编撰

的实际完成情况。 

6 6 初稿已完成，等中央意见反馈 

中国共产党创

造史编撰完成

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中国

共产党创造史编撰的

实际完成情况。 

6 4 完成四章，未全部完成 

中共中央在上

海系列研究编

撰完成情况 

考察项目完成后，中共

中央在上海系列研究

编撰的实际完成情况。 

6 6 
完成左翼（记联、教联），已经在修

改阶段 

验收一次性通

过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验收

一次性通过情况。 
5 3 缺少对书籍编撰工作的考核制度。 

项目完成及时

性 
考察项目编撰工作完

成的及时情况。 
5 5 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效果目标 
（15 分） 

工作人员满意

度 
考核项目实施后，工作

人员的满意度。 
15 13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1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5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课题费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6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实施本项目，挖掘和整理中共中央交通局和中国共产党初心研究的相关资料，

为当代新闻宣传、教育工作等提供历史借鉴；也进一步充实上海党史研究成果，

丰富本单位党史出版资源。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中共中央交通局史料汇编》和《中国共产党初心研究》，已经形成课题框架，

并完成立项，开始撰写工作。 

主要问题 
缺少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由此造成《中共中央交通

局史料汇编》项目完成率不足。 

改进措施 
制定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健全有效的业务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管理制度、确保

其有效执行。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规、

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

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

序；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定的

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

相关要求，无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6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部

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合相

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4476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442048

元，预算执行率为 98.76%。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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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理制

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

资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项目资金安

全、项目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但

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制度

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工作计划方

面，缺少具体的时间节点安排。 

产出目标 
（34 分） 

中共中央交通

局史料汇编完

成情况 

考察中共中央交通局

史料汇编的实际完成

情况。 

12 3.6 
《中共中央交通局史料汇编》撰稿完

成 5 万字，完成率为 30%。 

中国共产党初

心研究完成情

况 

考察中国共产党初心

研究的实际完成情况。 
12 12   

项目完成及时

性 
考察项目完成的及时

性。 
10 8 

《中共中央交通局史料汇编》缺少相

应的工作计划，同时完成及时性不

足。 
效果目标 
（15 分） 

受益人满意度 
考核项目完成后，受益

人的满意度。 
15 14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3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2.6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口述史系列 预算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25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55,706  预算执行率（%） 102.28% 

项目年度总目标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通过与相关单位合作，采访相关重大事件的亲历者，

以口述的形式，收集和整理史料，经过多次校核，把控稿件的政治观、事实观、

逻辑观，形成定稿并出版发行。进一步加强上海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充

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并对广大市民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和

城市精神教育。 

自评时间 2020/5/11 

绩效等级 良好 

主要绩效 
按时启动并布置工作，按照要求进行选题和编制采访提纲，并上报选题及采访

提纲，完成《上海 1949》项目 90%的采访工作，并完成《上海改革开放（开发

区建设）》的稿件修改、统稿及审定出版。 

主要问题 1、项目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缺少具体的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安排。 

改进措施 
1、应当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并制定相关的工作计划，确保项目的持续实

施。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

理（36 分） 

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6 6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政法规、

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

资金的拨付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

序；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定的

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

相关要求，无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 

绩效目标合

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5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与本部门职责密切相关，符合部

门年度目标和计划，设立过程符合相

关要求。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7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2500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 255706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2.28%，预算执

行率超过 100%，未有调整说明。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的

健全性和执

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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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控制情况。 

5 5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的收支审批制度、预算管理制

度，具有健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

资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项目资金安

全、项目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2 
本项目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但

是对于质量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制度

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产出目标 
（34 分） 

采访工作计划

完成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采访

工作的完成情况。 
10 7.5 

采访工作完成率为 90%，扣 25%权重

分，实际得 7.5 分。 
出版刊物计划

完成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出版

刊物的完成情况。 
10 10   

出版刊物验收

合格率 
考察项目完成后，出版

刊物的验收合格情况。 
7 7   

项目完成及时

性 
考察项目完成的及时

性。 
7 6 采访工作完成及时性不足 

效果目标 
（15 分） 

受益人满意度 
考核项目完成后，受益

人的满意度。 
15 14   

影响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情况 

考察本项目完成后，后

续长效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15 12 后续长效管理制度存在欠缺 

合计     100 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