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财政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财政部门预算评审及绩效管理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财政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谭伟雄、杨筱 联系人 黎春惠、戴李黄浩 联系电话 2602058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15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15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15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1150000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1275581.97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本项目属于每年均发生的经常性项目 ，2020年3月和6月分别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方式，在2020—2022
年三个年度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部门预算项目评审和重点绩效评价工作 。业务包
括四方面：一是财政预算编审环节的部门预算联审 ，抽取部分单位，对其部门预算申报的下年度所有专
项支出项目进行现场联审。二是结合2021年部门预算编报工作，对各单位申报的下年度100万元以上属于
重点绩效管理范围的支出项目，“以效果为导向”，从第三方专家的角度，对项目立项的必要性、预算
安排的合理性、项目执行的可行性，提出评审意见，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三是对上年度支出
完成后项目绩效评价，在组织各单位进行项目绩效自我评价的基础上 ，抽取部分项目组织第三方专家进
行重点绩效评价，对项目的存在问题及不足，要求单位进行整改，并举一反三，加强单位内控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对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绩效评估和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政策出台前开展
绩效评审，为政府决策提出参考意见。

立项依据

1.《预算法》第十二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
的原则。2.《预算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引导和规范第三方机
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4.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 》5.中
共珠海市委办公室、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方案 》的通知（珠
委办字〔2019〕57号）。6.关于印发《珠海市财政局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机构服务费用计费标准 》的通
知（珠财〔2019〕19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从第三方机构和专家的角度对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项目预算安排以及项目实施后的绩效结果进行评审 ，
保证评审意见的公正性、客观性、独立性，为项目预算安排和完善项目管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促使单
位将绩效观念深度融入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全过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有利于打造公平、高效
、负责任的政府机构形象。

项目总目标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的要求 ，2021年预计开展以下工作：1.组织第三方
机构专家对部门预算项目的现场联审 ，以及对各单位申报的属于绩效管理项目的预算绩效评审 ；2.组织
第三方机构专家在项目实施后进行重点绩效评价 。通过开展绩效管理工作，对项目纳入预算的必要性、
预算安排的合理性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是否完整 、客观、合理提出评审意见，以及考核项目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对项目单位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1.2021年部门预算现场联审单位约15个。2.2021年支出项目预算绩效评审项目将根据单位申报数量确
定，预计约100个项目左右。3.重点绩效评价2020年度项目预计约10个。4.对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绩效评
估和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政策出台前开展绩效评审各 3个。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19年预算执行中，单位内部经费调整至本项目16万元。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绩效评估 150000 150000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绩效评
估

150000 150000 50000 3

项目预算绩效评审、重点绩效评
价

550000 550000



    项目预算绩效评审 250000 250000 2500 100

    项目重点绩效评价 300000 300000 30000 10

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政策出
台前评审

150000 150000

    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政
策出台前评审

150000 150000 50000 3

部门预算现场联审 300000 300000

    部门预算现场联审 300000 300000 20000 15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部门预算现场联审 =15个

预算绩效评审项目个数 =100个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绩效评估 =3个

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重大政策出台前评审 =3个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10个

质量指标

评审结果应用率 =100%

评审结果反馈率 =100%

时效指标 评审结果反馈和应用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预算核减综合率 =3%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和评价报告面向社会公开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评价结果督促整改率 =100%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财政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1年会计从业人员相关工作服务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财政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谢智彬 联系人 朱兰军 联系电话 2510635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511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511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490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5019000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5019000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暂行规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办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
定》以及省财政厅关于会计人员相关考试和管理的有关文件、通知要求，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情况下，做好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中级、高级资格考试及注册会计师考试
（珠海考区）相关工作和会计人员管理等工作事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办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组织开展相关考试、对会计人员进行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是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之一；
    2.对有关工作中的辅助类事项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规范会计类考试考务工作
事项及会计人员日常管理服务有关事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能减少政府财政性资金再
投入。

项目总目标

    1.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圆满完成2021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
、高级（珠海考区）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考务相关工作，包含组织全市考生报考、考
试期间考务工作、考后资格复核、证书发放、咨询答疑、日常服务等；
    2.做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组织工作和相关培训机构质量检查工作；
    3.做好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和诚信档案建设工作；
    4.做好会计服务大厅日常管理和网站、公众号的维护和信息发布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1.确保2021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人员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公平、公正、安
全、有序实施，在报考、考试、考后资格复核、证书发放、咨询答疑、日常服务的全过
程中，考生有效投诉率不高于万分之三；
    2.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组织工作和相关培训机构质量检查工作、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和
诚信档案建设工作、会计服务大厅日常管理和网站、公众号的维护和信息发布工作均按
省财政厅及我市有关规定完成，实现“零纰漏”。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组织工作 90000 90000

会计人员服务大厅日常运维 148400 148400

2020年考试考务疫情防护费 190000 190000

网站及公众号维护 156000 156000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
质量检查

50000 50000

会计专业技术考试、注册会
计师考试咨询、资格审核、
领证，高级会计师评审资料
受理等服务

536000 536000

注册会计师考试 1044000 1044000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
、高级无纸化考试

2795600 2795600

会计人员基础信息及诚信档
案管理

100000 100000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计专业技术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
咨询、资格审核、领证，高级会计师

评审资料受理等服务(科次)
≈66000

注册会计师考试科次数 ≈18000

会计人员基础信息及诚信档案管理人
次数

≥33000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质量检查
个数

=22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组织登记管理工作
人次数

≈15000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高级无
纸化考试科次

≈48000

网站及公众号正常运维天数 =365

会计人员服务大厅日常运维工作日 =250

2020年追加考试考务疫情防护服务人
数

≈30000

质量指标
会计服务工作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考务
良好

时效指标 从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31日
各项工作任务在省财政厅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

成本指标 2021年会计从业人员相关工作服务费 ≤511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2021年服务会计人员及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生人数
≈270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有效投诉率 不高于万分之三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珠海市财政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信息化系统维护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财政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任文佳 联系人 王伟 联系电话 13928021206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74975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749750
2020年度项目
预算金额
（元）

334311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3061920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3042568
2019年项目结
余资金（元）

19352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信息化系统维护经费项目主要为全市300多家预算单位、5个区的财政系
统和10余家银行日常在用的我局各个财政业务系统提供必要的运维保障
、线路租用等服务。

立项依据 各业务系统工作需要，局内部呈批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市已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财
务集中核算等制度，这些制度都依赖于计算机网络和软件系统开展。目
前，我局服务于全市的各大财政业务系统为全市300多家预算单位提供
网络和软件服务，各系统已平稳运行多年，由各相关厂家为预算相关单
位提供专业服务。该项目作为财政管理的必要手段，保障各业务系统平
稳运行，必须实施，且切实可行。

项目总目标

为了满足全市近300多家预算单位、5个区的财政系统和10余家银行日常
使用我局各个财政业务系统，预计开展珠海市财政局信息化系统维护工
作，工作内容包括与重点单位、各区财政局等线路租赁、综合业务平台
、非税、采购、资产等核心业务系统的软硬件维护等，预计达到财政业
务系统平稳运行、预算单位正常使用财政资金、顺利保障政府运转目的
。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财政各系统的运维、线路租用等；2、保障各财政业务系统正常
运行，保证各预算单位正常使用财政资金；3、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群
众满意度。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

（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信息化系统软硬件维护费用 1892100 1892100

    部门决算网络平台年度维护费 48000 48000 48000 1

    非税系统硬件设备、数据库维保服务 350000 350000 350000 1

    绩效管理系统运行维护 67500 67500 67500 1

    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和管理平台维护费 400000 400000 400000 1

    综合业务平台年维护费 350000 350000 350000 1

    非税系统年度维护费 270000 270000 270000 1

    采购专家库管理系统维护费 49800 49800 49800 1



    国库市直财政统发工资系统维护费 60000 60000 60000 1

    财政综合业务平台服务器软硬件维保 296800 296800 296800 1

信息化系统安全服务、电子密钥等费用 447000 447000 

    网络信息安全服务费 200000 200000 200000 1

    绩效管理系统尾款10% 45000 45000 45000 1

    政府采购系统（外网）电子密钥费用 90000 90000 90000 1

    信息化系统其他维护费用 112000 112000 112000 1

网络线路租赁费 410650 410650

    “金财工程”纵向网络线路租用 191040 191040 191040 1

    重点单位财政业务网络线路使用费 60000 60000 60000 1

    移动办公线路及采购办网络租赁费 39610 39610 39610 1

    新增一条线路，用于市财政局到市政数局100M线路 60000 60000 60000 1

    云平台网络线路租金 60000 60000 6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信息化系统运维数（个） =10

质量指标

信息系统24小时运行无故障天数（天） =365

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信息系统完成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系统安全等级达标率（%） =100%

系统重要储存信息丢失率（%） =0

系统功能模块使用率（%） =100%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财政投资审核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审核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财政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贾传根 联系人 刘佳 联系电话 0756-2653162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262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262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230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10170000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13656277.38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13722.62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珠机编办〔2010〕55号文及珠机编办〔2012〕92号文，珠海市财政投资审核中心
（以下简称为“我中心”）主要职能为负责市本级政府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预
结算、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为确保财政审核业务的有序规范开展，我中心通过公开招
标及政府采购等引入审核中介、辅审人员、专家等方式提高审核质效，根据每季度中介
审核工作的完成情况，季度结束后支付相应的审核费用，根据辅审人员的数量，支付工
资等相关费用。2021年需专项审核经费1262万元。

立项依据

1.根据珠机编办【2010】55号文及珠机编办【2012】92号文，我中心主要职能为负责市
本级政府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预结算、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 2.根据《珠海市
财政投资审核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珠财〔2014〕14号）规定，为开展本级政府投
资项目预算、结算及竣工财务决算等审核工作，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支付相关费用。3.根据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研究深化聘任制财审辅助人员职业化
改革工作会议纪要》（〔2019〕210号）精神，同意我单位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按市场价
格聘请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辅助人员，招聘规模控制在60人以内。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珠机编办【2010】55号文及珠机编办【2012】92号文，我中心主要职能为负责市本
级政府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预结算、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随着我市财政投资
项目投入逐年增加，项目预算、结算及竣工财务决算等审核工作量逐年加大。为更好地
履行项目审核，监督管理等职能，我中心通过引入社会中介、辅审人员、聘请专家等方
式提高审核质效，充分发挥评审专业技术优势，服务财政改革和管理，因此发生审核费
用。根据《珠海市财政投资审核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珠财〔2014〕14号）规定，
为开展本级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结算及竣工财务决算等审核工作，市政府每年从财政预
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付相关费用。

项目总目标

根据珠机编办〔2010〕55号文及珠机编办〔2012〕92号文，珠海市财政投资审核中心
（以下简称为“我中心”）主要职能为负责市本级政府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预
结算、竣工财务决算的审核。为确保财政审核业务的有序规范开展，我中心通过引入协
审机构、采购辅助审核人员、聘请专家等方式提高审核质效，根据每季度中介审核工作
的完成情况，季度结束后支付相应的审核费用给协审单位，根据中心聘用协审人员数
量，每月支付工资给劳务公司。在协审机构、辅审人员及专家的协助审核下，中心严格
审核把关，从源头开始控制财政投资项目成本，节约财政资金，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服务项目建设、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依据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专项审核资
金的投入，在社会中介及专业人士的协助审核下按时保质地完成项目审核任务，保障了
我市民生、重点项目的顺利进行，在严格算量核价的基础上，通过优化设计和科学组织
实施建议节约财政资金，同时促进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年度绩效目标
在社会中介、辅审人员及专家的协助审核下，中心严格审核把关，从源头开始控制财政
投资项目成本，节约财政资金，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服务项目建设、为政府投资
决策提供依据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根据我中心职能及日常业务情况，设置该项费用。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财审业务培训 20000 20000

    财审业务培训 20000 20000 5000 4
省造价站培训及国家会计

学院与审核相关培训

辅审人员工资 4500000 4500000

    辐审人员工资 4500000 4500000 225000 20

项目调研 20000 20000

    与审核业务相关的我市重点
建设项目特色施工工艺学习、主
要材料设备询价等

20000 20000 4000 5

造价咨询单位协审费 8080000 8080000

    咨询单位审核费 8080000 8080000 2020000 4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审核项目数 =330个

质量指标 审核误差率 <=3%

时效指标 预算项目审核时效 <=20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效益 >=50

社会效益指标 不合格项目整改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