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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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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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无调整

预算执行率（％） 4 ≥95% 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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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1万元
/100万元
=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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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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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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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99.11%-
97.8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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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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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2020年度红十字会救护资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共性指标

绩效目标

决策

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

规范运作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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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运作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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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锡山区红十字
会有1.23万元
救护培训资金
滞留未使用完
毕。

60 57.65

救护培训目标任务完成
率

9 100% 97% 考察年度救护员培训、普及培训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8.46

红十字遗体（器官）捐
献纪念园扩建完成率

5 100% 100% 考察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纪念园扩建完成情况。 5

完成初级救护员培训人
数

9 6000 6110 完成初级救护员培训的人数。 9

完成救护普及培训人数 9 50000 46124 完成公益性救护普及培训人数。 8.3

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3 3例 5例 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例数。 3

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入
库

6
1000人
份

1220人份 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入库 5.85

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3 10例 7例 实现人体器官捐献例数。 2.1

接收遗体无偿捐献 3 25例 38例 接收遗体无偿捐献例数。 2.94

接受角膜无偿捐献 3 16片 22片 接受角膜无偿捐献片数。 3

社会满意度（％）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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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救护培训项目满意度
（％）

3 95% 98% 随机选择100名参与应急救护项目人员进行电话访谈。
满意率95%以上，得10分；每下降5个百分点，扣2分；满
意率70%以下，不得分。

3

造血干细胞捐献满意度
（％）

3 95% 100% 对68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微信询问项目满意度。
满意率95%以上，得10分；每下降5个百分点，扣2分；满
意率70%以下，不得分。

3

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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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捐献工作
经费明细
项目绩效
目标

二、个性指标

反向指标一般
以“目标值/
完成值”计算

其他绩效
评价指标

公益性救
护培训明
细项目绩
效目标

产出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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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