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附表2

填报单位名称（公章）：无锡市红十字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完成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40 39

预算调整率（％） 4 ≤10% 0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安排数）*100%，单
位万元。可剔除因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
事项或因疫情影响导致预算项目无法正常实施而导致的预
算调整。

≤10%得满分，每大于1%扣1分，扣完为止。
4

本年度因疫情调
整预算1962万
元，考虑此影响
不予扣分。

预算执行率（％） 4 ≥95% 88.85%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100%，单
位万元。若有预算调整，则分母使用调整后预算数。

≥95%得满分，每小于1%扣0.5分，扣完为止。 4
考虑疫情影响不
予扣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合理 合理
专项资金绩效总目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专项（项目）资金绩
效目标与专项资金支出内容的相符性。

1.专项资金绩效总目标体现支出政策目标的，得1分。
2.每个项目都有绩效目标的，得1分。
3.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关联度高，体现资金支出核心
绩效目标的，得1分。
4.预期的产出和效果目标与预算资金相匹配，符合正常业
绩水平的，得1分。

3
部分绩效目标制
定较低，不够合
理。

绩效目标明确性 4 明确 明确
专项资金绩效总目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核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情况。

1.绩效目标能体现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产出目标和
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效果目标的，得2分
。
2.绩效目标清晰、量化、可衡量的，得1分。
3.提供绩效目标目标值的计算公式，明确目标完成值的考
核统计口径，并能提供相关依据的，得1分。

4

资金到位率（%） 5
等于预算
执行率

等于预算
执行率
88.85%

考察专项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
预算安排数）*100%，单位万元。
1.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拨付到
具体项目（资金使用终端）的资金。
2.若有预算调整，则分母“预算安排数”使用调整后预算
数。

等于预算执行率得满分，每小于预算执行率的1%扣0.5分，
扣完为止。 5

明细支出合规性 5 合规 合规
是否存在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是否存在超范围
补助情况，明细支出内容和额度是否符合项目的特性等。

1.存在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发现一起扣2分；
2.存在超范围补助情况，发现一起扣1分；
3.明细支出内容和额度不符合项目的特性，发现一起扣0.5
分。
扣完为止。

5

规范运作 项目实施配套办法 3
有配套办
法

有配套办
法

是否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或配套办法，内容是否包含政
策依据、总体目标、使用范围及标准、分配方式、执行年
限、管理职责、预算执行、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因素。

1.专项资金未制定管理办法扣3分；管理办法超过五年扣1
分，管理办法要素不完整的，1项扣0.5分，扣完1分为止；
管理办法未覆盖专项资金所有支出方向扣1分。
2.因管理办法、配套办法或申报指南不完备导致管理缺陷
或漏洞，造成资金低效无效或损失的，一项扣2分，此类扣
分不设上限。

3

项目运转程序规范 6 规范 规范

部门（单位）管理是否规范，包括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是
否开展绩效论证（评估）；重大项目是否执行“三重一大
”制度；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是否符
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是否履
行相应手续；合同管理是否规范等。

发现一起不符合规定扣2分，扣完为止。 6

项目实施监控管理 5 监控 监控

项目是否实施绩效运行监控，活动类有无相关记录，项目
类有无监控、检查、考核记录等。活动类是指会议、宣传
、培训等业务类支出；项目类是指实行项目化管理的项目
类支出；监控、检查、考核记录是指可证明已实施监控、
检查、考核工作的相关工作底稿、跟踪检查报告及考核结
果等。

1.没有实施绩效运行监控扣5分；
2.没有活动类记录，或项目类监控、检查、考核或验收记
录等，发现一起扣1分。
3.资金滞留在市（县）区，未及时敦促和采取措施，或项
目已中止，市级未及时发现和收回资金，发现一起扣1分；
4.项目形成的资产未及时入账，发现一起扣1分。
扣完为止。

5

60 54.25

无锡市2020年度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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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完成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产出 面向社会募集资金数 6 500万元
2188.98万

元
面向社会募集资金数 6

疫情防控期间社
会捐款量较大，
取得明显成绩，
不予扣分。

效果 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 6 9000人 23492人 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 6

疫情防控支出受
益人数较多，取
得明显成绩，不
予扣分。

在各高校、红十字博爱家园、社区等开
展防治艾滋病宣传场次

4 30场 30场
在各高校、红十字博爱家园、社区等开展防治艾滋病宣传
场次

4

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开展联谊座谈
活动场次

3 4场 6场 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开展联谊座谈活动场次 3

为患阿尔兹海默症、精神、智力障碍等
患者免费发放定位手环数

4 300个 300个
为患阿尔兹海默症、精神、智力障碍等患者免费发放定位
手环数

4

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数 4 25000件 40303件 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数 0
40303/25000=1.
61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
次

4 2000人次 3100人次 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次 2.25

进社区、学校进行心理疏导宣传讲座场
次

3 10场 20场 进社区、学校进行心理疏导宣传讲座场次 3

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电话热线，进行心
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数

4 3600个 4653个
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电话热线，进行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数

4

疫情防控期间心
理援助热线疏导
和危机干预较
多，考虑此影响
不予扣分。

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数 4 3个 3个 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数 4

产出
继续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公共场所配
发AED（全自动体外除颤仪）台数

4 5台 7台
继续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公共场所配发AED（全自动体外
除颤仪）台数

4

效果
衣物捐赠红十字人道项目业务用房装修
完成率

4 100% 100% 衣物捐赠红十字人道项目业务用房装修完成率 4

其他绩效
评价指标

效果 社会满意度（％） 10 100% 100%
分发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满意度调查表总份数约1700
份，减去反馈不满意的份数后占总份数的比例。

85%-100%，按比例扣分；≤85%得0分。 10

93.25

联系电话：81827366

总分

专项总目
标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1.2得满分，1.2
＜完成值/目标值≤1.5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
不得分；（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对值在
(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2得满分，2＜完
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1.5得满分，
1.5＜完成值/目标值≤2.5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
2.5不得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标值≤1.2得满
分，1.2＜完成值/目标值≤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
＞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1.1得满分，
1.1＜完成值/目标值≤1.5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
1.5不得分。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以无锡市高质量
发展目标为准。

人道服务
明细项目
绩效目标

人道救助
明细项目
绩效目标

事业发展
金明细项
目绩效目

标

产出

产出

      6.评价主体可根据评价需要设置四级评价指标。

      4.“社会满意度（％）”为该专项（项目）的社会满意度，若年度预算绩效目标中有多个满意度目标，则在此处合并填列，且权重总和为10分。

      5.开展跨年度绩效评价的专项（项目）：
      ①“预算调整率（％）”、“预算执行率（％）”、“资金到位率（%）”以及每个年度都有的个性指标的权重按年平均分配，分别评分。如，2019-2020年度，“预算调整率（％）”2019年和2020年权重各占2分；
      ②“明细支出合规性”、“项目运转程序规范”、“项目实施监控管理”按评价期间发生的情况评分；
      ③“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明确性”和“项目实施配套办法”按照2020年的完成情况评分。

日期：2021.5.20

说明：1.“目标值”填写年初目标值，年度预算若有调整，以相应调整后的预算绩效目标值为准，并在备注中说明；“完成值”填写同年度相应指标的完成值。

      2.“自评分”比较“目标值”与“完成值”，对照打分标准进行自评打分。

      3.“专项总目标”、“XX明细项目绩效目标”分别填写单位制定的专项总目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涉及年度预算调整的，以调整后的绩效目标为准），“其他绩效评价指标”填写年度预算绩效目标之外补充设置的绩效评价指标。相
应权重在50分内根据绩效目标的重要性分配。

填表人：郝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