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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年有何改变
            三、如何填写目标
            四、有关注意事项

          



                     
                  

                     十九大报告(2017)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
     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
     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
     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
     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
     方税体系。 

    



                 



联系电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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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节：绩效目标管理





    
　　
　　　

（一）范围：全覆盖——“四本预算”。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和省级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二）形式：格式化——申报表格
                1.格式：对接财政部的格式

                          2.组成：基本情况、目标概述、绩效指标    

（三）内容：简单化—— 信息内容
     1.删减内容：如整体支出的“上年度已完成工作目标”、“保障机制”等。

        2.目标概述：分项罗列绩效目标。    
        3.绩效指标：从指标库中选择。    

（四）应用：公开化——人大审议
              各部门应按要求将绩效目标（涉密资金或涉及敏感事项的除外）随同
部门预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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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原则

申报范围

申报内容

申报要求

评审流程

结果应用

谁申请资金，谁申报目标，谁制订指标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所有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总目标和阶段目标（预期产出效果，指标）

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布置-省直部门申报-财政部门评审（委托第三方机构）-
绩效目标结果确认-人大后随同预算批复 

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编制的前置条件
作为绩效运行监控和事后绩效评价的依据
人大审议—公开



• （一）申报范围—2类型

•  1.除基本支出外的所有财政支出。
       包括纳入项目库管理的运转性项目和专项资金项目，还有其他事业

发展性支出、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省级社保基金预算支出。

•   2.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各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二）申报形式—3张表
                 
          1.一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3.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三）申报内容。

          1.主要内容：基本情况、目标概述、绩效指标

          2.不同内容：

                 一级项目—实施周期绩效目标和其目标值

                 二级项目—项目实施计划

                 整体支出—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3.共同内容：

                  绩效目标概述

•              要求：指向明确   细化量化   合理可行   相应匹配

                  绩效指标及目标值

•               产出（工作量）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一级项目）
项目名称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申报单位

项目申报属性 延续安排/新增安排 项目类型
运转性支出项目/专项资金项目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国资预算/社保基金预算

项目实施周期 （）年－（）年

资金需求
（元）

总金额

其中：2019年金额

支出内容

政策依据

总体绩效目标
（概述）

当年度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二级项目）
项目名称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 地区主管部门

用款单位 实施单位

对应省级财政资金

项目申报属性 延续安排/新增安排 项目类型
运转性支出项目/专项资金项目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国资预算/社保基金预算

资金需求
（元）

总金额

支出内容

政策依据

项目实施
计划

内容1 实施时间 （）年（）月-（）年（）月

内容2 实施时间 （）年（）月-（）年（）月

…… 实施时间 （）年（）月-（）年（）月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1.工作经费类

 

年度
进度
安排

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内容

2012/1/1 2012/3/31 

1.申报本年计划实施内容，安排具体工作项目，制定新的目标方案等。
制定的工作计划报批领导。

2012/4/1 2012/6/30 

2.根据前期计划开展日常工作，宣传卫生知识，培训医护人员等工作。

2012/7/1 2012/9/30 

3.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开展对各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

2012/10/1 2012/12/31 

4. 对各项工作结果进行评审，总结汇报年度工作情况。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2. 资金补助类项目
                        

年度进
度安排

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内容

2012/1/1 2012/3/31 

1.项目立项申报，报批业务处室领导。获批后组织项目单位申报
材料。

2012/4/1 2012/6/30 

2.召集专家会审资料，到现场核实情况，确认受补助的项目单位，
出具相关调研报告。

2012/7/1 2012/9/30 

3.根据调研报告，报批领导办公室，向财政申报资金。

2012/10/1 2012/12/31 4. 财政资金下达后，及时到达受补助的项目单位。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3. 基建类项目
 
 

年度进
度安排

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内容 

2012-01-01 2012-03-31
1.对基建项目进行调研，出具可行性报告，科室根据项目的实际
情况立项申报

2012-04-01 2012-06-30 2.获批立项，进行公开招投标，确认施工单位、监督工程单位

2012-07-01 2012-12-31
3.工程正式开始施工，到年底主体工程完成20%。监督工程公司
每周对工程进行监督管理，每月做好监督管理记录

2013-01-01 2014-06-30 4.主体工程完成70%，根据完成进度进行工程验收

2014-07-01 2014-12-31 5.主体工程完成

2015-01-01 2015-06-30 6.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出具竣工验收报告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4. 购置类项目
 

 年度
进度
安排

       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内容 

2012-03-01 2012-05-15 1.科室项目立项上报设备管理处

2012-05-16 2012-06-10
2.设备管理处按照资金需求、场地要求、人员配置，开展项目社会
和经济效益进行论证，并搜集该项目所需设备的市场价格 

2012-06-11 2012-09-30
3.将通过初步论证的项目提交医院设备管理委员会讨论，并将投票
过半数的设备整理立项，将预算报医院财务处

2012-06-30 2012-12-31 4.对已立项的每一项目的具体配置需求进行细化确认

2013-01-01 2013-03-06 5.政府采购计划的申报

2013-01-07 2013-03-31 6.对采购进口设备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上报

2013-03-18 2013-06-30 7.院内询价谈判

2013-06-17 2013-09-30 8.外送公开招标及签定合同

2013-07-01 2013-12-31 9.项目验收及付款执行



广东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备注

基本情况

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预算安排年度

下属单位数量 本次填报日期

年度整体绩效目标概述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

按支出类型分 预算金额（万元） 按收入来源类型分 预算金额（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其中：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 其他资金

按支出性质分 预算金额（万元）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或转移支付（选

填）
预算金额（万元）

主管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的部门需要
填写“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栏目的
内容。无主管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的

部门不需填写。

其中：运转性支出 其中：省本级安排

     事业发展性支出 转移支付市县

年度重
点工作
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

（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

重点工作是指省委、省政府、省人
大、中央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
作任务，在全省重大工作规划中确
定的任务，或者在本部门年度工作
计划中规定的重点任务。拟申请资
金是指完成这些任务是否需要申请
安排相应的财政资金。如果不需要

安排财政资金，可以不填。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









以往示例



模板示例







                 绩效指标





第一类

模板示例



                              当年度绩效目标实施周期绩效目标







第二类

模板示例



                                      
政府                        购买服务类

      
                                购置设备

模板示例



   
会议培训类

模板示例



新闻报刊类

模板示
例



   四、有关注意事项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