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基本能要求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自评资料能及
时报送；自评资料填报较为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下来，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30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300.00)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0.00)%，实际支出金额(300.0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00.0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100.0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杯”工业设计大赛经费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整改意见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项目基本实现了大赛知名度、作品产业化数量、申
请专利数量、社会参与度和群众满意度等预期效益目标。存在问题主要表
现：因2017年省级工业设计大赛没有进行，参赛作品将于2018年推荐，2017
年没有参赛作品暂未获得国际、国家、省级奖。

（一）建议你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对项目招投标管理，保证
资金使用规范、有效。
（二）建议你单位要进一步增强绩效观念，强化绩效管理，把财政资金的“
追踪问效”列为本单位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责与日常工作，实现绩效管理的制
度化、规范化和长效化，确保以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财政资金，进一
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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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举办了2017 DiD Award （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
大奖赛，完成作品征集数量4160件；其中国际作品70件，国际评委参加数为
6名；本土330份作品，占7.9%；存在问题主要表现：预计征集到的国际、港
澳台地区参赛作品数90件，实际收集到70件，大赛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2000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29832.70)万元，
预算调整率为(49.16)%，实际支出金额(29805.22)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49.03)%,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9.91)%。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机器换人”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计划资助300-500个项目，实际资助367个项目。设
备投资占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比重=91.8%，受资助项目100%完工，受资助单位
自筹资金到位率≥93.8%。存在问题主要表现：1、预算调整率达49.16%，预
算调整率过大。2、项目年中调整了绩效目标。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项目拉动综合投资约168亿元，项目全部完工后预
计可综合减少用工约17.5万人，新增设备30130台（套），平均产品合格率
从84.3%提升到87.9%，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9.1%，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2.65倍。

（一）建议进一步规范项目资助，避免出现较大资金缺口，保证专项资金使
用绩效。
（二）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和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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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782.68)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813.16)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3.89)%，实际支出金额(811.6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03.89)%,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9.81)%。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产业发展专项管理费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基本能要求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自评资料能及
时报送；自评资料填报较为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项目完成机器换人专项资金、信息化专项资金、企
业成长培育专项资金以及省级专项资金等1817个项目的专家评审、第三方专
业机构审计、验收等工作。各专项资金评审、验收等均能按时保质完成，第
三方提供的报告质量较高。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评审误差率、结题验收误差率为0%，有效投诉率为
0%，受访企业满意度100%。

建议你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对评审专家和第三方的管理，确
保评审工作公正、有效。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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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54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1624.80)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5.51)%，实际支出金额(1564.89)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01.62)%,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6.31)%。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信息化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项目资助了34个“两化融合”应用项目，10个信息
化系统集成商项目，4个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2个重点工业设计机构项
目，完成（调整后）预期产出目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项目调整了年度预
算和年度绩效目标。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合共拉动企业信息化建设投资超6000万元；资助的
10个信息化系统集成商项目于2016年度合计服务我市制造企业超300家，服
务规模达4630.07万元；工业设计成果转化能力指标方面完成项目数4个，转
化为产品销售额3368.04万；工业设计服务数量222个。

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
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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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220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0.00)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100.00)%，实际支出金额(0.0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0.0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0.0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公共服务区域无线局域网建设补助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较为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底，东智公司已累计建成3.1万多个
AP，覆盖378个公共场所，超额完成2.5万个AP的建设任务，AP技术指标合格
率均达到了96.6%。该专项资金资助方案2200万元经市政府同意后，经协调
财政局，已将相关资金调至市国资委，由国资委按照规定以资本金形式全额
拨付东智公司。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底，该项目注册用户超190.2万，日均
使用量超102.3万人次，每天为用户节省流量26984.5GB。

建议你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管理制度有效执行。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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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4429.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5955.63)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34.47)%，实际支出金额(5948.33)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34.3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9.88)%。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节能与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有不够完整的情况；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
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完成能源管理中心奖励项目273个，能源管理中心
维护项目56个，涉及268家重点用能单位；清洁生产审核项目39个，涉及39
家企业；节能先进地区3个，节能先进单位28个，涉及31个单位和地区；电
机能效提升27.6万千瓦，涉及64家企业；节能技术推广项目6个，涉及6个单
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预算存在超支情况，预算调整率为34.47%。年中调
整了绩效目标，调整程度较大。根据单位反馈意见指出，调整主要是基于国
家政策和任务的临时要求进行变更的。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单位GDP能耗下降4.87%，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节能
目标任务（省任务4.2%）。

（一）建议进一步规范项目资助，避免出现较大资金缺口，保证专项资金使
用绩效。
（二）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和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292.75)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292.75)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0.00)%，实际支出金额(292.75)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00.0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100.0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民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清溪民爆仓库改造补偿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比较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没有提出相应
的整改措施，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项目计划于年度内基本完成民爆存储仓库土建工程
750平方米，实际已按计划完成，实际完成率为100%。2017年5月，东莞市民
用爆破器材专卖有限公司清溪民用爆炸物品仓库改造项目已通过兵器工业安
全技术研究所出具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具备安全验收条件。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仓库改造完成后，库区共设有7个工业炸药和雷管
库，其中新建的2个覆土炸药库大大提高了库区储备容量，已完全达到民爆
仓库受高压线影响前的储备量。目前库区可储存工业炸药58.9吨，工业雷管
103万发。2017年7月，该公司的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已完成省级审批部
门的变更手续。项目通过对清溪民爆仓库进行改造，确保我市民爆物品的稳
定供应和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从而确保我市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建议你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管理制度有效执行。
（二）建议你单位加强对固定资产的管理。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自评资料的“项目绩效情况
及说明”填报不够详细，如效果目标完成情况只简单填写了“基本完成达效
”；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项目是2017年度新增项目，上一年度没有开展绩效
自评。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4275.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3262.62)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23.68)%，实际支出金额(3262.62)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76.32)%,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100.0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配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整改意见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受资助企业主营业务整体增长52.81%，受资助企业利润整体增长26.03%，
2017年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速30.1%，均超额完成预期效益目标。存在
问题主要表现：受资助企业主体税收（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之和）总额
138400904.9元，比项目完工前一年主体税收总额135778684.7元整体增长
1.93%，未达5%的预期效益目标。经单位反馈表示，该增长率是企业自报的
税收数据计算所得，未包含增值税的免抵退税额。企业整体税收增长率应按
如下方式计算：
受资助的25家企业整体税收增长54.14%，（完工当年主体税收总和
1417130158.9元-项目完工前一年主体税收总和919374066.6元）
/919374066.6元=54.14%。

（一）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和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该项目的效果完成情况相比年初设定数值超出较大幅度，一方面工作
取得成效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绩效目标指标值设置得不够科学、合
理。下来要加强研究绩效目标与指标值的设定。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2017年东莞市企业在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监测
系统备案的技术改造项目数量411个，资助其中26个项目，市级财政资金资
助3262.62万元。设备投资占工业技改投资比重90%，技术改造项目合格率
100%。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2955.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4676.77)万元，
预算调整率为(-63.90)%，实际支出金额(4653.77)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36.1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9.51)%。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企业成长培育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绩效自评组织工作认真规范；自评资料能及时报
送；自评资料填报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项目基本实现（调整后）预期产出目标。资助上台阶大
型骨干企业4间，奖励小微上规模企业60间，资助融资担保企业5间，服务体
系建设项目（公共服务活动资助项目）共开展公共服务项目数量40个，资助
27个；专业服务补助项目共资助127家企业使用服务券购买1678项服务。存
在问题主要表现：项目存在过多闲余资金，预算调整率过大。年中调整了绩
效目标，调整程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单位新旧政策衔接导致部分项目无组织
申报。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1、小微上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83.5%，2017年
新增小微企业上规模企业达2280家，位列全省第一，比省下达的年度目标超
出455%。2、上台阶大型骨干企业主营收入平均增长率≥80%，我市主营业务
收入超1000亿元企业3家，超100亿元企业15家，超50亿元企业38家。 3、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公共服务活动资助项目）企业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次。专
业服务补助项目引导127家企业购买服务合同总金额1.4亿元以上，超过300
家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财政资金拉动企业购买服务系数1:6.4。

（一）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和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建议你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时要进行充分调查论证，考虑各种主客观
因素，尽量符合实际需要，避免造成财政资金闲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265.00)万元，预算调
整率为(0.00)%，实际支出金额(265.0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0.00)%,
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100.00)%。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2017年市级食盐储备平均吨数实际为5461吨，政府储备
盐实行动态储备制度，每半年至少全部轮换一次，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食盐储备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基本能要求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自评资料能及
时报送；自评资料填报较为规范；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该项目为2017年度新增项目。要求本年度加强绩效
评价结果的应用。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该项目为2017年度新增项目。要求本年度按有关规
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市民食盐安全稳定、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用盐稳定，项目
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建议你单位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管理制度有效执行。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485.18)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0.00)万元，预算调
整率为(-100.00)%，实际支出金额(0.0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0.00)%,
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0.0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示范性项目专项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自评资料填报规范；能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单位对上一年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有提出相应的
整改措施，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较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基本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整改意见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项目未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实际支付金额为0。主要原
因是：项目实际上有开展相关工作，如制定申报指南，组织企业申报、组织
验收评审等系列工作。其中，平台建设类项目2016年意向申报项目1个，由
于意向申报项目在莞实际投资延迟，未能如期申报；2017年意向申报项目3
个，经市科协组织专家评审均未通过；产业集群项目2017年申报1个项目，
在已完成科协评审环节，制定资助计划时，由于项目主管部门财务审计科内
审未予通过，所以不予以资助。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项目没有完成预期产出目标，影响预期效益目标的实现
。

鉴于该项目不再实施，建议你单位吸取该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避
免类似项目出现相同的绩效管理问题。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项目名称

项目主管
部门

评价范围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低  □差

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11740.27)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100.00)%，实际支出金额(11540.27)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0.0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8.30)%。

2017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专项资金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年度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自评资料填报规范；能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项目是年中追加项目，暂未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工作。建议接下来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对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要提
出并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项目是年中追加项目，暂未开展绩效信息公开工作
。



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1、2017年拨付2015、2016年度“机器换人”专项资金（倍增计划部分）86
个项目，合计拨付金额7474.37万元，项目全部完工后预计可综合减少用工
约8866人，新增设备3763台（套），达到项目产出目标。
2、2017年“两化融合应用、信息化系统集成商项目”专项资金（倍增计划
部分）奖励10个项目（9个两化融合应用、1个信息化系统集成商），共追加
扶持金额159.7万元，拉动企业投入企业信息化建设达1600万元。2016年第
三批两化融合应用项目实施后效果显著，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增加了13.08%
、产品质量合格率平均增加了4.01%、企业设备综合利用效率平均增加了
8.04%、企业月度合并财务决算最终结果报出平均缩短4.09天，有效推动制
造业信息技术与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的融合。
3、完成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倍增计划部分）1个，追加扶持金额11.25
万元。
4、完成清洁生产奖励项目（倍增计划部分）4个，追加扶持金额21.5万元。
5、对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28 个融资租赁贴息项目安排资助资金
3660.45万元。撬动金融机构和服务组织为我市中小企业提供不少于1亿元的
融资支持。
6、开展了两批智能制造专业诊断申报，启动320家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诊断，
完成了105家企业诊断服务项目的评审工作，对第一批符合条件的52个项目
拨付了资助资金413万元。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根据单位提供资料显示，1、在规模方面，2017年，市级倍增计划试点企业
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330亿元，同比增长21.1%。2、在效益方面，市级试点
企业实现利润245亿元，利润倍增的有38家，占企业总数的19.5%。3、在税
收贡献方面，市级试点企业合计完成税收147.1亿元，同比增长29.6%，比全
市税收增速高13个百分点。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 完成工业设计成果转化项目（倍增计划部分）1个，完
成清洁生产奖励项目（倍增计划部分）4个，完成资助智能制造专业诊断的
项目52个。但缺乏资料显示效益目标的实现情况。

抽
查
审
核
意
见



整改意见

（一）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
制度和措施，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建议你单位注意收集各倍增计划子项的效益目标实现情况，与政策制
定目标进行分析比较，改善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编制日期：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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