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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根据•中共无锡市委 无锡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无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无锡市本级

绩效评价和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无锡市市级专

项（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着“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导向”的原则，对 2020

年度无锡市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及取得的绩效

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形成本自评报告。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背景 

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党和

政府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多年来，无锡市红十字会依法

履行职责，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独立自主地全面开展工作，

在备灾救灾、人道救助、对外援助、救护培训、献血捐髓捐

器官（遗体）、防治艾滋病、募捐筹资、红十字青少年、志

愿服务等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努力。 

无锡市备灾救助基金是指市、市（县）区红十字会依法

募集和接受用于开展备灾、救灾、救助、其他人道主义服务

及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资金。市红十字会根据工作职责和

年度工作计划，按照市财政局和市红十字会联合印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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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无锡市备灾救助基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锡红

„2020‟ 45 号）精神，编报 2020 年备灾救助基金募捐目

标和使用计划。备灾救助基金是参照政府专项管理的财政代

管资金，为经常性项目。 

（二）专项依据  

1.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红

十字事业发展意见‣（锡委发„2014‟18 号）文件中明确指

出：要提高红十字会人道救助能力。大力支持红十字会面向

困难群体开展人道救助工作，通过采取应急救助、项目救助、

定向救助和对外援助等方式，积极推进红十字博爱助困、助

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人道救助活动。 

2.根据中国红十字总会和省红十字会历年来在春节前下

发的关于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的通知要求，每年

在春节前夕为我市城乡困难群众发放救助款物，帮助他们安

度新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是我市红十字会连续开

展 23 年，2020 年继续开展。 

3.•无锡市红十字备灾救助金使用和管理办法‣中明确：

当年募集资金的 60%作为人道救助资金，10%作为人道服务

资金，5%作为红十字事业发展资金，5%为人道救助成本，

20%为备灾准备资金。 

4.•无锡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实施办法‣、•无锡市红十

字博爱仁医基金使用管理办法‣、•无锡市红十字博爱教育基

金使用管理办法‣等。 

（三）专项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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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为无锡市红十字会，主要职能有： 

1.开展社会救助、人道服务工作，发展志愿者队伍，组

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依法开展募捐

活动并处置募捐款物。 

2.参加国际人道救援工作， 开展与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红

十字组织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项目具体实施单位为办公室、赈济救护部、筹资项目部、

组织宣传部以及无锡市红十字服务中心等 1 个下属单位。负

责备灾救助基金具体管理的内设机构及职责如下：办公室承

担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规划；赈济救护部，负责备灾救灾仓

库管理和救灾物资发放；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筹

资项目部，依法开展募捐活动并处置募捐款物，在公共场所

设置红十字募捐箱并依法管理；开展社会救助、人道服务工

作，依法管理本级人道救助基金。组织宣传部负责红十字会

员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管理工作，组织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开

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冠名医疗机构管理联络

工作。无锡市红十字服务中心，即“无锡市红十字备灾救灾

中心”，负责社会捐赠项目的实施，协助市红十字会发放物

资和对外援助。 

（四）专项实施内容 

根据•无锡市红十字备灾救助金使用和管理办法‣，备

灾救助基金的支出内容为： 

1.非定向捐赠支出 

（1）备灾准备资金，主要用于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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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应急准备。 

（2）人道救助资金，主要用于本市开展的红十字博爱

助医、博爱助困、博爱助学、博爱助老等人道救助工作。 

（3）人道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场所红十字救护站、

社区红十字服务、普及救护培训、人体器官和遗体（角膜）

捐献、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建设、推动无偿献血、关爱弱势群

体等人道公益项目。 

（4）红十字事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红十字事业发展

建设。 

2.定向捐赠支出 

按照捐赠者意向实行专款专用，未经捐赠者同意，不改

变用途。 

（五）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20 年，无锡市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524.5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1962 万元（疫情防控捐赠支

出），调减预算 0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2486.5 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 374.07%，扣除疫情防控影响，预算调整率为 0。

当年实际支出 2209.2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8.85%。具体详

见•无锡市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

行情况表‣（附表 1）。 

（六）专项绩效目标 

总体绩效目标： 

1.开展公益项目受益 9000 人。 

2.面向社会募集资金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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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绩效目标： 

1.在各高校、红十字博爱家园、社区等开展防治艾滋病

宣传 30 场。 

2.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开展联谊座谈活动 4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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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个。 

4.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 25000 件。 

5.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 2000 人。 

6.进社区、学校进行心理疏导宣传讲座 10 场。 

7.开通 24 小时心理援助电话热线，进行心理疏导和危机

干预 3600 个。 

8.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 3 个。 

9.衣物捐赠红十字人道项目业务用房装修完成 100%。 

10.公共场所配发 AED（全自动体外除颤仪）5 台。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绩效评价思路 

本次评价主要采取比较分析法进行，通过获取资料、现

场核实、汇总评价等方式，对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捐赠

募集情况、捐赠支出情况和资金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形

成评价报告。通过评价，全面总结 2020 年备灾救助基金在

开展备灾、救助、救助、其他人道主义服务及促进红十字事

业发展方面取得的实际效果效益，梳理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

不足，为进一步发挥好备灾救助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二）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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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备灾救助基金支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由会领导

担任考评小组组长，负责纪检、审计及各部室负责人担任组

员。建立了绩效考评小组的评价指标，明细了考评小组的职

责权限、考评对象和内容以及考评时限等，力求考评公正、

客观、规范。筹资项目部牵头自评工作，对机关各部室和市

红十字服务中心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评价，向

市财政局提交自评报告。机关各部室和市红十字会服务中心

对项目开展情况、执行进度进行跟踪，收集资料，提供相关

佐证材料，并进行初审。 

（三）评价的过程 

考评小组按照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类管理原则，结

合市绩效评价要求，对照年初预算绩效目标及考评指标，收

集和分析单位数据和资料，对我会 2020 年备灾救助基金支

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逐项进行评分、综合考评。具体流程

是：数据初审——分管领导审核——主要领导核定——上报

市财政局。 

（四）评价指标、权重和标准设计 

评价指标满分 100 分，分为共性指标（40 分）和个性指

标（60 分）。 

共性指标采用市财政明确的相关评价指标、权重和标准

设计。其中使用情况 8 分（预算调整率 4 分、预算执行率 4

分），绩效目标 8 分（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分、绩效目标明确

性 4 分），资金管理 10 分（资金到位率 5 分、明细支出合规

性 5 分），规范运作 14 分（项目实施配套办法 3 分、项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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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程序规范 6 分、项目实施监控管理 5 分）。 

个性指标中，专项总目标 12 分（面向社会募集资金数 6

分、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 6 分），人道救助明细项目绩效

目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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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开展联谊座

谈活动场次 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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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

数 4 分），人道服务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15 分（景区红十字救

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数 4 分、进社区、学校进行心理疏

导宣传讲座场次 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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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援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数 4

分），事业发展金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8 分（衣物捐赠红十字

人道项目业务用房装修完成率 4 分、公共场所配发 AED 台

数 4 分），其他绩效评价指标 10 分（社会满意度 10 分）。 

满意度指标的调查取证方式为，市红十字会分发全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满意度调查表 1700 份，减去回收的显示

不满意的份数，计算占发放份数的比例。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根据•无锡市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表‣（附表 2）的评分标准进行逐项评分，备灾救助基

金专项综合得分 93.25 分。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1.核心绩效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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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率为预算调整数/年初预算

安排数*100%，权重为 4 分，打分标准为≤10%得满分，每

大于 1%扣 1 分，扣完为止。  

2020 年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524.5 万元，因

疫情防控需要预算调整数为  1962 万元，预算调整率 

374.07%。剔除疫情影响此项得分 4 分。  

（2）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率为本年已执行数/年初预

算安排数（若有预算调整，则分母使用调整后预算数）*100%，

权重为 4 分，打分标准为≥95%得满分，每小于 1%扣 0.5 

分，扣完为止。  

2020 年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调整后预算为 2486.5 万

元，预算执行数 2209.2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8.85%。剔除

疫情影响此项得分 4 分。  

（3）绩效目标合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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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为 4 分。

专项资金绩效总目标体现支出政策目标的，得 1 分。每个项

目都有绩效目标的，得 1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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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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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数为 40303 件，目

标数为 25000 件；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数

为 3100 人，目标数为 2000 人。均完成值偏高，反映出目标

制定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合理性不足。此项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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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向社会募集资金数。权重为 6 分。 

2020 年，因疫情防控影响面向社会实际募集资金数为

2188.98 万元，目标数为 500 万元。剔除疫情影响此项得分 6

分。 

（5）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权重为 6 分。 

2020 年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为 23492 人，目标数为

9000 人。剔除疫情影响此项得分 6 分。 

2.新增绩效指标分析  

社会满意度，权重为 10 分。85%-100%，按比例扣分；

≤85%得 0 分。 

分发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满意度调查表总份数约

1700 余份，计算减去反馈不满意的份数后占总份数的比例。

实际回收调查表 200 余份，反映不满意份数为 0 份，满意度

100%。此项得分为 10 分。 

3.未完成绩效指标和因完成值过高而导致扣分的情况分

析 

（1）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数。权重为 4 分。 

2020 年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旧衣物件数为 40303 件，目

标数为 25000 件，占比为 40303/25000=1.61。该项得分 0 分。 

（2）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权重为 4 分。 

2020 年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数为

3100 人，目标数为 2000 人，占比为 3100/2000=1.55。该项

得分 2.25 分。 

四、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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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红十字会根据•无锡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实施办法‣、

•无锡市红十字备灾救助金使用和管理办法‣规范开展博爱

助困、助医、助学、助老等人道救助项目，严把救助审核关，

确保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及时获得相应标准的救助，使有限

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救助效益。红十字博爱助困、助医、助学、

助老等人道救助项目有效缓解了“最困难、最需要帮助、最

易受损害”群体的家庭困境。2020 年无锡市备灾救助基金共

计支出 2210.78 万元，其中应急救助 8.4 万元，受益 16 人；

定向疫情防控、助医、助学等定向救助项目 1976.03 万元，

受益 2 万余人；红十字博爱送万家、博爱扶病基金救助以及

红十字助老事业等专项救助项目 133.83 万元，受益 2600 余

人；援助青海海东、新疆阿合奇以及陕西延安贫困地区助困

等对外援助共 15 万元；心理援助、红十字救护站等人道服

务项目支出 36 元；红十字事业发展支出 20 万元。一批红十

字人道项目让锡城百姓实实在在受益，形成了特色品牌，受

到群众的普遍赞许。如： 

1.红十字心理援助中心项目：接听电话 24 小时免费心理

援助热线 4653 个，对求助对象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深入

红十字博爱家园、社区、高校、警营等开展心理咨询公益义

诊活动 20 场次。 

2.红丝带关爱中心项目：深入高校、红十字博爱家园、

娱乐场所等宣传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减少社会恐惧感。关

心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开展健康宣教、志愿帮扶和人道救

助活动。半年来，共开展防艾讲座 30 场，开展联谊活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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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慰问困难艾滋病感染者 20 余人。 

3.公共场所红十字救护站项目。充分发挥“灵山景区红十

字救护站”和“锡惠景区红十字救护站”两个救护站作用，为游

客提供健康咨询、院前紧急救护、免费测量血压等特色志愿

服务等，受益 4 万余人次，红十字人道公益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在鼋头渚景区、三国城景区、荡口古镇景区共新建 3 个

红十字救护站，配备了 AED、安妮模型、轮椅、担架等一批

应急救护器材，为景区游客出游增加了一道安全保障。 

4.“帮你回家”易走失人员定位手环项目：各区红十字会

深入社区开展上门走访调查摸底，完成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

易走老人的审核上报，为 300 位易走失老人免费配发定位手

环，组织志愿者、社区干部及家属等开展手环使用培训，确

保手环正确使用。2020 年，配发手环人员未发生走失情况。 

5.红十字衣物捐赠项目：2020 年共收到 299 位（个）社

会爱心人士及单位捐赠爱心衣物 40303 件（条），为本市低

保低收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发放衣物 12577 件，受益 6000

余人。同时，积极支援其他困难地区，向陕西延安运送衣物

29594 件，受益困难群体 1.4 万余人。 

备灾救助基金每年接受财政和审计检查。同时，市红十

字会主动将备灾金收入和使用情况定期在市红十字会官网、

红十字微信公众平台、无锡日报及市“阳光扶贫监管”系统上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保证了资金的“公开、公正、透明”。 

五、主要问题 

部分绩效目标完成值偏高。2020年接受处理社会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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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物件数为40303件，目标数为25000件；景区红十字救护

站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人数为3100人，目标数为2000人。主要

是项目实际执行中，无锡市红十字会自我加压，以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超额完成任务。同时也反映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

存在目标意识不够强、目标制定不够合理的现象。 

六、相关建议 

（一）精准制定绩效目标。由市红十字会业务部门严谨、

仔细编制每一个绩效目标，确保预算资金安排与预算绩效目

标相互匹配，以无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对业务部门编制的

预算资金与预算目标进行审核，确保绩效目标编制的精准性、

合理性。 

（二）强化项目绩效管理，提高绩效目标完成率。加强

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对照年度绩效目标开展业

务工作，对因形势任务变化影响绩效目标完成的，要采取措

施降低影响，不得随意大幅度突破绩效目标或降低绩效目标，

提高绩效目标完成率。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2020 年，面对突发疫情，市红十字会依法高效开展募捐

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共募集社会捐赠款物累计 2680.59 万元，

资金和抗疫物资第一时间全部用于抗疫一线，受益人数达 1.8

万余人，接收款物和受益人数均为常年的数倍。“零延时”

办理境外捐赠款物计 37 批次数列全省第一，开展 24 小时红

十字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4653 人次，两项工作均受到中国红

十字会通报表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在市红十字会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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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工作总结报告上作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本次绩效评

价中涉及的预算调整率、预算执行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数、

开展公益项目受益人数、心理援助热线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

数等相关指标，多为超额完成任务，考虑疫情防控工作影响，

均不予扣分。 

 

附表：1. 无锡市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预算

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2.无锡市 2020 年度备灾救助基金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指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