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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 □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主管部门‥

评价时间:

组织方式:

评价机构:

施过程评价 √完成结果评价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评价单位(

上报时

□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

出二飞∠带工一 翻

围酮 围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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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

顶 邮 一派 工 经 

典 指标类 ● 指标名 绩效目 绩效标准 

优 

良 全年办理各 类刑事案件 古理 中 全年办理各 类刑事案件 800白办理 
差 全年办理各 类刑事案件 500宗,办理 

型 称 标 

产出指 基层派 16个派出所 和1个桂林洋 全年办理各 类刑事案件 

土' 

标 出所工 
分局正常运 作.全年办理 1300示.办理 各类治安案 1000不,办 各类治安案 刁<〕 各类治安案 各类治安案 

作经费 ' 各类刑事案 件500起,抓 件300起,抓 件300起,抓 件100起,抓 

件1300宗, 获各类违法 获各类违法 获各类违法 获各类违法 

办理各类治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 

安案件2500 起,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 疑人约3000 人。 

360人。 300人。 200人。 60人。 

成效指 基层派 有效维护辖 90%以上 70%-90% 50%.70% 50% 

标 

出所工 作经费 区社会治安 稳定 

注:以预算批复的绩效目标为准填列 



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淘工市公安昂美 兰分局 

主管部门 海口市公安局 

项目负责人 李庚 联系电话 0898-31655026 

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9号 邮编 570203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计划投资额 
721.01 

实际到位资金 
721.01 

实际使用情况 
721.01 

(万元) (万元)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721.01 市县财政 721.01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内容 4 4 

决策过程 8 

决策依据 3 3 

决策程序 5 5 

资金分配 8 

分配办法 2 2 

分配结果 6 6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3 

到位时效 2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使用 7 7 

财务管理 3 3 

组织实施 10 

组织机构 1 1 

管理制度 9 9 

项日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数量 5 5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4-3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隶属于海口市公安局,属于二级预

算编制部门。内设部门12个,下辖23个派出所,其中行政派

出所16个,边防派出所7个。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

根据《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口市公

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海府办

[2010]135号)精神;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针对保障当前存

在辖区内基层派出所社会管理与实际差距的问题,计划采取创

新打击违法犯罪方法、改进便民服务措施等方面予以解决,预

期目标为保障完善2019年度基层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经费,确

保上级布置基层派出所各项工作得到有效经费保障。

(三)项目绩效目标。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计划: 2018年12月完成前期准备

工作, 2019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预计于2019年12月结束,

2019年12月预计完成的工作成果为:有效保障辖区16个基层

派出所完成2019年度各级上级机关布置的案件侦办、反恐维稳

等工作指标;完成区内约60万人口日常管理工作。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支出系分局主要职能之一,属于经

常性项目支出。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

等)0

2019年初,市财政拔付美兰分局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

721.01万元,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主要是指财政资金)゜

截止2019年12月份,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721.01万元已

全部使用完成,平均每月支付各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60万元。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

订及执行情况)分析。

美兰分局对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支出严格依据相关财政

文件和《美兰分局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三、项目纽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

完成验收等)分析。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支出是依据《中共海口市委、海口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口市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海府办[2010]135号)精神,系分局主要职能

之一,属于经常性项目支出。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曰常检查

监督管理等情况)分析。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管理严格依据分局内控管理制度和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纪检室、法制科和指挥室也会依据内

控制度对该项目经费管理进行检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0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2019年度基层派出所

经费721●01万元较之2018年度基层派出所经费571.51万,增

加了149.5万元,增长率为26%。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2019年度基层派出所

经费较之2018年度增加149.5万元,经费增加26%。因该项经

费较之2018年度的明显增加,美兰分局辖区各派出所当年

10-11月份经费得到有效保障0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截止2019年12月份,基层派出所

经费已全部支出完成,完成率100%。

(2)项目完成质量: 2019年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绩效目

标是达到‥ 16个派出所和1个桂林洋分局正常运作;全年办理

各类刑事案件1300宗,办理各类治安案件2500起,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约3000人。事实上, 2019全年分局刑事案件

立案3230宗,查处1515宗,结案1515宗,结案率47%; 2019

全年分局治安案件立案6416起,查处6416起,结案3041起,

破案率100%,结案率47%;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已超过3000

人,年初该项目所设定目标已全部顺利完成。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有效保障了分局辖区16个基层派出

所完成2019年度各级上级机关布置的案件侦办、反恐维稳等工

作指标;完成区内约60万人口曰常管理工作。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有效保障辖区各基层派出所

完成2019年度各级上级机关布置的案件侦办、反恐维稳等工作

指标;完成区内约60万人口日常管理工作。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效保障辖区各基层

派出所日常业务开展和工作运行0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项目在2019年11月份支付完成后,

剩余其他项目资金不足以保障辖区各派出所每月曰常运行,后

续保障有压力0

5● 项目预算批复的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将项目资金支出后的项目实际状况与预算批复的绩效指

标(如有调整的则按调整后指标)进行对比,逐指标具体分析

完成情况0

1●支付曰常办公费‥用于16个派出所办公费用,平均每

个所每个月3000元3000*16*12=576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

效指标一致,完成率100%0

2.支付日常办公水、电费:用于16个派出所电费,派出

一所实行24小时值班制,值班室电脑,空调24小时开机。平均

每个所电费4000元4000*12*16=768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

效指标一致,完成率100%。平均每个所水费1000元

1000*12*16=192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标一致,完成

率100%0

3.支付派出所误夜餐补助和执勤误餐补助:派出所夜餐



补助40元/天/人次×150人次×10天/月×12个月=720000元,

执勤误餐补助6141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标一致,完成

率100%0

4.支付派出所聘用人员工资、补助。劳务费:用于16个

派出所临时工、辅警员工资,补助。平均每个所的工资、补助1

万元10000*16*12=1920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标一致,

完成率100%0

5.支付派出所公务用油费。其他交通费:用于派出所42

辆警车24小时日常巡逻接处警,押迭犯人用油。平均每个所平

均10500元/辆/年×80辆=840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

标一致,完成率100%0

6.支付派出所维修(护)费:主要用于各所社区或办案区

监控维修、维护或办案区域局部改装费用 5000元/所/年×16

个所=80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标一致,完成率100%0

7.支付派出所食堂伙食费:食堂伙食费民警和辅警: 3000

元/年/人次×500=1500000元,支出实际和批复绩效指标一致,

完成率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该项目绩效已完成。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0

2019年度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有效保障了当年度各基层

派出所日常工作运行,但是派出所实际支出与项目预算批复指

标有不小差距,致使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11月份使用完毕,之

后的月份中分局保障各基层派出所曰常运行存在压力。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间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依据2019年度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分局将调

整2020年度基层派出所工作经费项目的预算安排,增加该项目

预算资金,切实做到有效保障辖区16个基层派出所顺利完成全

年度上级机关布置的案件侦办、反恐维稳等工作指标;完成区

内约60万人口日常管理工作。

七、其他需说明的间题。

无

2020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