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转企代管人员经费 项目金额 255857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00 255857.00 254495.39 10 0.99 9.9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255857.00 254495.39 — 0.99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慰问金的按时发放，确保退休人员的退休经费保障 按时发放慰问金，确保退休人员的退休经费保障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保障人次（人） 2 2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发放任务完成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100% 99% 12.5 12.38 无偏差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退休员工生活提供经济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保障对象满意率（%） 100% 10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9.78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Administrator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投标财务管理（原项目）. 项目金额 183000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95000.00 345000.00 321221.21 10 0.93 9.3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95000.00 345000.00 321221.21 — 0.93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中心事业发展经费需求，有序完成各项财务工作。 保障中心事业发展经费需求，有序完成各项财务工作。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员工培训（次） ≥1 ≥1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财务档案归档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项目委托款项支付频次（次/月） 1 9次/年 12.5 9.38 因机构改革，剩余支付由改革后单位支付

成本指标 服务项目成本（元） 195000 135000 12.5 8.65 因机构改革，剩余支付由改革后单位支付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招投标工作效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培训对象的满意度（%） ≥90% ≥9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2.33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投标综合管理. 项目金额 82366851.73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760000.00 19901451.73 19303532.08 10 0.97 9.7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760000.00 19901451.73 19303532.08 — 0.97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提供确保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业务正常运作的后勤保障 确保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业务正常运作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劳务费支付人数（人） ≥74 ≥74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劳务派遣合同签订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劳务费支出频率（次/年） 12 12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办公场所卫生服务委托费用（万元） 35.16 31.25 12.5 11.11 因机构改革取消部分卫生服务费支出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建设工程招投标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委托方满意度 ≥90% ≥9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8.31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投标业务管理. 项目金额 401700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39000.00 1339000.00 1171331.33 10 0.87 8.7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39000.00 1339000.00 1171331.33 — 0.87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实施本项目，保障招投标业务顺利开展。 通过实施本项目，保障招投标业务顺利开展。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招投标服务点数量（个） 3 3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印刷业务合格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办公场所、宿舍租金支付频率（次/季度） 1 3次/年 12.5 9.38 因机构改革第四季度场地租金不用支付

成本指标 招标服务点办公场所租金（元） 349605.6 262204.20 12.5 9.38 因机构改革第四季度场地租金不用支付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招标工作便利程度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2.46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投标信息化管理. 项目金额 3190109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544400.00 6267890.00 3748887.60 10 0.60 6.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544400.00 6267890.00 3748887.60 — 0.6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会继续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建设，让服务更智能化、标准化和人性化；推进区块链的深化应用；开展诚信系统二
期建设，增加和完善第三方征信机构数据，对接市住建局新诚信平台等。驾驶舱防控中心二期建设，新增和升级完
善预警指标和范围，增加监管需求开发等；建章立制完善各项规定，着力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软件、硬件配套，
打造服务的人性化。

一、会继续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建设，让服务更智能化、
标准化和人性化；推进区块链的深化应用；开展诚信系
统二期建设，增加和完善第三方征信机构数据，对接市
住建局新诚信平台等。驾驶舱防控中心二期建设，新增
和升级完善预警指标和范围，增加监管需求开发等；建
章立制完善各项规定，着力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软件
、硬件配套，打造服务的人性化。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招投标新技术应用成果（项） ≥1 1 5 5 无偏差

网络及信息系统安全检测工作（次） ≥8 8 5 5 无偏差

应用软件系统维护数（个） 1 1 5 5 无偏差

宣贯培训次数（次） 2 0 5 0
因机构改革，取消培训计划

安排

质量指标
招投标新技术应用成果和信息化设备验收合格率 1 1 6 6 无偏差

应用软件、信息系统以及网络安全问题解决率 1 1 6 6 无偏差

时效指标
网络及信息系统安全问题整改、信息系统及基础设施故障解决时限 ≤24小时 ≤24小时 6 6 无偏差

应用软件问题解决时限 ≤7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6 6 无偏差

成本指标 交易系统运维项目成本（万元） ≤285 78.66 6 6 无偏差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建设工程招投标服务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13 13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对招投标工作满意度 ≥90% ≥90% 13 13 无偏差

电子招投标系统使用人员投诉率 ≤1% ≤1% 14 14 无偏差

总分 100 91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投标专家管理. 项目金额 223000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85000.00 475000.00 458518.02 10 0.97 9.7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85000.00 475000.00 458518.02 — 0.97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资金投入，实现评标专家库的高效运行，确保我市建设工程评标环节顺利推进，从而加
快推进深圳工程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尽早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便捷。

通过预算资金投入，实现评标专家库的高效运行，确保我市建设工程评标环
节顺利推进，从而加快推进深圳工程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尽早享受到城市
建设带来的便捷。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组织专家培训（次） ≥1 ≥1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在库专家的培训工作完成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CA数字证书发放的时间 2020年8月31日前 2020年8月31日前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培训费（元） 198400 198400 12.5 12.5 无偏差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建设工程评标环节提供更为专业的评审意见 有效提供 有效提供 有效提供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90% 20 无偏差

总分 60 99.7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工程招投标专家管理（存量新增） 项目金额 57000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60000.00 570000.00 569271.49 10 1.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60000.00 570000.00 569271.49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资金投入，实现评标专家库的高效运行，确保我市建设工程评标环节顺利推进，从而加快
推进深圳工程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尽早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便捷。

通过预算资金投入，实现评标专家库的高效运行，确保我市建设工程评标环节顺利推
进，从而加快推进深圳工程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尽早享受到城市建设带来的便捷。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组织专家培训（次） ≥1 1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新增专家的培训工作完成率 100% 100%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CA数字证书发放的时间 2020年8月31日前 2020年8月31日前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建设工程评标专家保险费（元） 350250 186576 12.5 6.66 因机构改革，未完成部分由改革后单位完成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建设工程评标环节提供更为专业的评审意见 有效提供 有效提供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4.16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严控项目（接待费） 项目金额 73600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400.00 7400.00 0.00 10 0.00 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400.00 7400.00 0.00 — 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单位公务接待工作顺利开展 保障单位公务接待工作顺利开展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公务接待批次（次） ≥0 ≥0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接待任务完成率（%） 100% 100% 12.5 0 无偏差

时效指标 接待费用结算周期（次/月） ≥0 ≥0 12.5 0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来访人员公务接待成本（元） ≤18400 ≤18400 12.5 12.5 无偏差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公务接待工作正常开展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接待对象满意率 ≥80% ≥80% 20 0 无偏差

总分 100 45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预算准备金. 项目金额 1140535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50000.00 3735.00 3735.00 10 1.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0000.00 3735.00 3735.00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单位因临时增加工作的资金需求 ，确保单位工作顺利开展。 保障单位因临时增加工作的资金需求 ，确保单位工作顺利开展。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启动应急项目数量（个） ≥1 ≥1 12.5 12.5 无偏差

质量指标 应急项目资金支付率 ≥1% ≥1% 12.5 12.5 无偏差

时效指标 应急项目资金安排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应急项目成本（元） ≥3735 ≥3735 12.5 12.5 无偏差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100% 10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100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项目. 项目金额 663146
主管部门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8215.00 573455.00 573455.00 10 1.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68215.00 573455.00 573455.00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深圳市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区块链应用项目一期”采购项目解决过度依赖“中心和权
威” 机构的问题，使得“中心和权威”机构可以自证清白；将交易过程中各关键环节数据永
久地安全上链存储，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完整。二、“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数字证书一证
通用改造”项目满足国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相关技术规范、广东政务服务网数字证书交
叉互认登录、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多CA交叉认证的要求。为提升电子招标投标用户体验、
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技术保障。                                                                              三、深圳
市建设工程招投标BIM应用系统研发                                                                                                                                                                                        
本项目在BIM可视化招投标系统建设过程中，重点从安全性、先进性、扩展性等方面进行考
虑，引用了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型处理技术和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的数据标准体系；确
保系统在交易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同时能够承接国际主流软件的相关模型和数据。

一、“深圳市建设工程电子招投标区块链应用项目一期”采购项目解决过度依赖“中
心和权威” 机构的问题，使得“中心和权威”机构可以自证清白；将交易过程中各关
键环节数据永久地安全上链存储，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完整。二、“电子招投标交
易平台数字证书一证通用改造”项目满足国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相关技术规范、
广东政务服务网数字证书交叉互认登录、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多CA交叉认证的要求
。为提升电子招标投标用户体验、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技术保障。                                                                              
三、深圳市建设工程招投标BIM应用系统研发                                                                                                                                                                                        
本项目在BIM可视化招投标系统建设过程中，重点从安全性、先进性、扩展性等方面
进行考虑，引用了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型处理技术和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的数据
标准体系；确保系统在交易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同时能够承接国际主流软件的相关模
型和数据。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待支付以前年度政府采购数（个） 3 2 12.5 8.33 因机构改革，剩余项目由改革后单位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率（%） 100% 85.82% 12.5 10.73 因机构改革，剩余款项由改革后单位支付

时效指标 所涉及采购项目完成采购任务的时间 2020年12月31日前 2020年12月31日前 12.5 12.5 无偏差

成本指标 本年度待支付资金总额（元） ≤668215 573455 12.5 10.73 因机构改革，剩余款项由改革后单位支付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电子招投标用户体验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20 20 无偏差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委托方满意度（%） 100% 100% 20 20 无偏差

总分 100 92.29 —
填报说明：
1.请填写有浅蓝色底色的单元格。加*号的为必填项。其他单元格为系统自动带出数据，请勿作修改。
2.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系统将根据导入表格内容录入。
3.【实际完成值】需小于同一行的【年度指标值】。【得分】要小于同一行的【分值】。
4.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