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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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梅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以“服务基层群众、
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家庭”为宗旨和目标，着实打造妇联组
织活动阵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妇女儿童教育培训和权益维护等
活动，促进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根据梅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梅市机编【2013】179 号）规
定，梅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为正科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
内设机构，事业编制定编人数 13 人。2019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12 人，
退休人员 23 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单位 2019 年总体工作：围绕建设妇女和儿童“两大阵地”的宗
旨，积极拓展“四个主项目”的服务范畴，拓宽新理念，学习新模
式，力争不断上新台阶。不断完善资产管理，做好行政管理和后勤
保障工作，加强财务内控管理，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工作。完
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重点工作:一是严格按照省妇联项
目实施指引做好维权服务站的项目任务，争取年度考核取得优异成
绩。二是以培养妇女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养为目的，开展妇女学
习沙龙和专题讲座活动及文化娱乐活动，包括手工插花、绘画艺术、
礼仪培训等等。三是进一步拓展儿童校外兴趣培训，探索合作发展
儿童培训项目，逐步实现儿童阵地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做好单位日常管理工作，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2、依托“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梅州站）”
“妇女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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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训及权益维护活动，服务广大妇女儿
童，促进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
1、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19 年单位总收入为 2,405,363.1 元，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
入 2,359,168.33 元，占总收入的 98.08%；其他收入 46,191.77 元（其
他收入主要是妇联转拨党建经费 5,000 元，妇联拨妇女之家等经费
40,694 元及利息收入 500.77 元）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45,655.44
元，非财政结转结余 26,280.3 元，本年可用资金总额为 2,477,298.84
元。2019 年单位总支出 2,423,136.54 元，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399,609.11 元，占总支出的 99.03%，年末结转结余 54,162.3 元，其
中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5,214.66 元。
2、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总收入 2,359,168.33 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其中：基本收入 2,359,168.33 元，
占财政拨款总收入 100%，项目收入 0.00 元。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结转和结余 45,655.44 元。
3、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支出 2,399,609.11 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
出，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其中：基本支出 2,399,609.11 元，
占财政拨款支出 100%，无项目支出。年末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5,214.66
元。
按经济分类：工资和福利支出 1,640,124.75 元，占总支出的
68.35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2,387.12 元，占总支出的 4.27%；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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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647,143.24 元，占总支出的 26.97%，资本性支出
9,954 元，占总支出的 0.41%。
按支出功能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57,989.98 元，占总支出
的 52.4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40,979.96 元，占总支出的 39.21%；
卫生与健康支出 98,055.17 元，占总支出的 4.1%；住房保障支出
102,584 元，占总支出的 4.27%。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9 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为
3,000.00 元，本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
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本部门无公务用车，全年未
发生公务接待和因公出国(境)业务，全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
0.00 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19 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
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
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根据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19 年度评价得分为 97.4 分。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详情如下：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总分 23 分，得 23 分。
（１）预算编制，满分 11 分，自评得 11 分。
2018 年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市级预算
编制工作的通知》（梅市财预〔2018〕62 号）、《预算法》、梅州市机
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印发梅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机构编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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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通知》
（梅市机编〔2013〕179 号）等规定，结合 2019 年活动中
心工作重点，严格按照预算编制方法和口径，在认真核实各项基础
数据的基础上科学、规范编制部门预算，预算编制合理，确保机构
正常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年中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为 0。
（2）目标设置，满分 12 分，自评得 12 分
单位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履
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能够体
现单位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清晰、可衡量。满分 12 分，自评
得 12 分.
2.预算执行情况。总分 43 分，自评得 40.4 分
（1）资金管理，总分 25 分 自评得 22.9 分
①预算资金支出率：本年部门严格按预算进度及工作情况执行
支付经费，全年预算资金支出率为：99.78%，总分 9 分，得 8.9 分。
②结转结余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结余 5,214.16 元，年初财政拨
款结转结余+当年财政拨款总额为 2,404,823.77 元。本年结转结余率
为 0.22%，结余结转率≤10% ，此项得满分 3 分。
③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2019 年国库集中支
付结转结余为 4,061.62 元，
2018 年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为 11,763.82
元，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为-65.47%，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
≤-15%，此项得满分 3 分。
④政府采购执行率：年初政府采购预算数为 9,600 元，年度实际
政府采购数为 14,664 元，采购执行率高于控制率的原因是年中增加
电梯安全加固采购项目造成，因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此
项不得分，此项满分为 2 分，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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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财务合规性：部门资金支出规范，严格按《梅州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财务管理制度》《梅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务卡管理办
法》等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执行，会计核算清晰完整，账务
处理及时规范，无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此项满分为 4
分，得 4 分。
⑥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单位按照政府公开信息有关规定在主管
部门网站预决算公开栏中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和范围公开了 2019
年度部门预算信息和 2018 年度决算信息，公开内容完整规范。此项
满分为 4 分，得 4 分
（2）项目管理，总分 5 分 自评得 5 分
本部门 2019 年无财政项目资金预算，本年度无专项资金支出。
（3）资产管理，总分 13 分 自评得 12.5 分
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管理制
度，制订了固定资产管理规定，单位制定了详细的资产管理办法，
对资产的购置、使用、保管等方面的管理措施进行规定。凡是符合
政府采购要求的资产及物品均按政府集中采购相关规定程序进行采
购。同时，加强资产的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固定资产日常管理，有
效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①报送及时性：本部门国有资产年报和资产月报均在财政规定时
间内按时报送。此项满分为 2 分，得 2 分。
②数据质量：单位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
供有效、真实的说明。此项满分为 2 分，得 2 分。
③账务核对情况：单位 2019 年末资产管理系统与单位财务会计系
统固定资产原值均为 279,630 元，净值均为 162,283.43 元，累计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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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116,446.57 元，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此项满分为 3 分，得 3
分
④资产管理合规性：单位制定有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按照内部管
理制度执行有关规定，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规范，各类巡视、
审计、监督检查未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此项满分为 3 分，得 3
分。
⑤固定资产利用率：单位在日常使用中合理配置资产，充分提高
固定资产的使用率，减少闲置资产产生，但固定资产利用率未能达
到 100%。此项满分为 2 分，得 1.5 分。
3.预算使用效益。总分 34 分，自评得 34 分
（1）经济性：总分 4 分 自评得 4 分。
本单位按要求严格预算执行管理、厉行节约，严格执行“三公
经费”预算。单位本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 0 元，预算安排数
为 3,000 元。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与日常公用经费调整预算数相符，
没有超支情况。
（２）效率性：总分 4 分 自评得 4 分
①重点工作完成率，本单位按要求完成了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
工作任务。此项满分为５分，得 5 分。
②绩效目标完成率：此项满分为５分，得 5 分。
年度目标完成良好：1、完成了年度单位人员管理的各项工作（工
资发放、各社保类缴费、人事管理等），合理使用单位公用经费，
保障单位正常运作。２、2019 年 “妇女之家”全年开展亲子活动、
家长课堂、女性素养提升等各类活动及专题讲座 16 场；举办母婴护
理技能免费培训班 1 期；协助完成市妇联主办的“悦享童年，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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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悦享童年，快乐成长”等系列亲子活动 10 场。2019 年广东
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梅州站）开展各类妇女维权服务活动，
接受群众来访来电及网上咨询共 502 宗，完成个案服务 32 宗，召开
项目专家志愿者总结会 2 场，民生座谈会 6 场（“察妇情、送温暖”、
“拒绝家庭暴力 创建美好家园”等），开展反家暴法宣传流动站活
动 6 场，开展“让爱驻家”亲子成长工作坊 2 场，小组活动 5 场，大
型法律宣传活动 12 场（禁毒、防拐；“巾帼展风采 法治我践行”三
八维权周宣传咨询活动等）；知识讲座 9 场（“关注妇女权益，打造
幸福生活”；“守护花开• 安全童行”、“护佑花蕾 安全童行”儿
童防性侵、 “做快乐女人 智慧母亲”女性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等）。
另外配合全市创文工作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服务活动在家庭
教育服务站常规开展。
③项目完成及时性：本部门 2019 年无财政项目资金预算，年度
无专项资金支出。此项满分为 3 分，得 3 分。
（3）效果性：2019 年梅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依照部门职责，
以“服务基层群众、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家庭”为宗旨和目
标开展各类活动，各方面工作都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好评，社会
效益良好。此项满分为 10 分，得 10 分
（4）公平性：总分 7 分 自评得 7 分
①群众信访办理情况：单位设置有群众意见箱，群众意见反映
渠道畅通，2019 年全年未收到有群众信访投诉意见。此项满分为 3
分，得 3 分。
②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2019 年度单位为服务广大妇女、儿
童开展的各类活动得到服务对象的好评，群众和公众的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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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部门绩效考核中成绩优异，主管部门对单位满意度 为
100%。此项满分为 4 分，得 4 分。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1) 预算编制不够全面，特别是对政府采购年初预算编制不够准
确，造成年度实际政府采购数大于年初政府采购预算数。固定资产
管理有待加强，固定资产利用率未达 100%。
（2）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有待提高，年末财政资金有结
余，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未达 100%。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改进措施：
(1)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进
一步增强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
的原则。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
单位在日常使用中合理配置资产，充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率，减
少闲置资产产生。
（2）在年度预算执行中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性，力争
本年的资金在本年执行完毕，提高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三、其他自评情况
本单位无其他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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