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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武汉市统计局部门整体

绩效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

武汉市统计局（以下简称：市统计局）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统计调查、

统计监督、统计分析三大职能，切实贯彻落实全省统计工作会议

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做好疫情防控和疫后重振工作的

同时，致力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第四次经济普查两项专项普查和

统计主业质效并举，全年坚持以绩效目标为导向，按时保质完成

了 139 篇统计分析、专报、信息及各项报表的填报等工作，并及

时将工作成果呈送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其中被省市领导签批

31 篇次，两办采用 26 篇次，较好的为上级领导及时掌握全市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疫情防控情况和制定各项决策部署提供了参

考。

经过自评，市统计局部门整体各项绩效目标均已完成，2020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为 96.77 分，得分情况如下表：

序号 类别 分值 得分

1 预算执行 20.00 20.00

2 年度目标 1 21.50 19.23

3 年度目标 2 16.50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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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度目标 3 15.50 15.50

5 年度目标 4 26.50 26.50

合计 100.00 96.77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市统计局 2020 年度批复的预算支出为 57,138,200.00 元，

调 整 后 的 预 算 支 出 为 62,243,435.14 元 ， 决 算 支 出 为

62,243,435.14 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市统计局 2020 年度 4 项年度目标共 30 项绩效目标，其中完

成了 27 项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1）。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1）“‘两办’信息采用”目标值为≥30 篇/年，2020 年

上报的各类统计信息有 26 篇被“两办”采用。

（2）“年抽查企业个数”目标值为≥200 家/年，2020 年统

计执法支队实际抽查了 72 家企业。

另：设置了“国家局、省局采用”指标，但是实际工作中未

统计国家局、省局采用篇次数量，所以本次绩效自评无法确定该

指标的完成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部分指标目标值与实际完成值偏差较大，如统计工作经

费项目“主要统计产品印刷册数”指标目标值为 26000 册，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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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际印刷主要统计产品 92133 册，经过了解设置该项指标值时

主要考虑局内综合处的印刷量而未考虑其他处室；二是整体支出

虽设置有“国家局、省局采用”指标，但是实际工作中未统计该

项指标的完成情况。

2.部分绩效目标未完成年初的目标值。

“‘两办’信息采用”目标值为≥30 篇/年，2020 年上报的

各类统计信息有 26 篇被“两办”采用。

“年抽查企业个数”目标值为≥200 家/年，2020 年统计执

法支队实际抽查了 72 家企业。

3.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主动性、积

极性需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以预算绩效目标申报为起点，

之后是预算执行、绩效监控与反馈、绩效评价、最后是整改与落

实，预算绩效管理各项活动环环相扣并贯穿整个预算年度，必须

重视各项预算绩效管理活动，否则便会影响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

理的效果。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及指标值，更好发挥绩效目标

的导向作用。一是根据业务工作性质和特点，主要围绕部门日常

履职和年度重点工作两方面设置支出绩效目标；二是指标值的设

置应以以前年度完成情况为基础，结合本年实际情况，科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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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有适度压力，保持整体螺旋式上升态势，又不能脱离实际，

努力提高目标值的精准程度。

（2）建议市统计局建立绩效目标执行监控通报机制，定期

对各项绩效目标完成进度进行通报，督促相关处室以绩效目标为

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对于预计难以完成的绩效目标，应积极主

动进行绩效目标的调整申报工作。

（3）建议根据市统计局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各部门进行预

算绩效管理理论、政策制度等培训。绩效目标申报作为预算绩效

管理的起点，对整个预算绩效管理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建议市统

计局在设定绩效目标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必要时可以邀请

第三方机构对绩效目标进行评审，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市统计局将逐步建立自评结果和预算安排相结合的机制，将

上年度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安排下年度预算的依据，自评结果好

的，优先安排预算资金，自评结果差的，调减该项目预算。

附件 1：2020 年度武汉市统计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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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度武汉市统计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武汉市统计局

基本支出总额 项目支出总额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执行率）

部门整体支出总额 6,224.34 6,224.34 100.00% 20.00

年度目标 1： 生产优质统计数据，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分值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统计分析及调研报告 80 篇 139 篇 1.50 1.50

报送两办政务信息 100 篇/年 106 篇 1.50 1.50

统计制度创新 3 个 3个 1.50 1.50

建立监测体系 3 个 3个 1.50 1.50

质量指标

统计分析材料（领导批示） ≥15 篇/年 31 篇次 2.00 2.00

国家局、省局采用 ≥20 篇/年
实际工作中未统计国家

局、省局采用篇次数量
2.00 0.00

“两办”信息采用 ≥30 篇/年 26 篇次 2.00 1.73

时效指标每季度、每月开展统计分析 及时 及时 1.50 1.50

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99.97% 8.00 8.00

年度目标 2： 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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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联网直报企业 1 万家 1.3 万家 1.50 1.50

年抽查企业个数 ≥200 家/年 72 家 1.50 0.54

质量指标

数据差率 ≤4.5‰ ≤4.5‰ 2.00 2.00

抽样精度 ≥94% ≥94% 2.00 2.00

统计举报案件办结率 100%
2020 年未发生统计举报

案件
1.50 1.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问题企业占比 20%以下 5.56% 8.00 8.00

年度目标 3： 整合统计信息平台，提高数据处理信息化水平

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硬件维护数量 123 台（套） 131 台（套） 1.50 1.50

软件维护数量 6 套

共 6套，分别是：

武汉市联网直报平台；

武汉市人口统计信息管

理系统；

武汉市统计信息管理与

开发平台；

武汉市统计局数据采集

处理系统；

武汉市统计局门户网站；

武汉市统计局 OA 系统；

1.50 1.50

系统查询频次 ＞10 万次/年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系

统年使用频次＞10万次/

年，市、区、街道、相关

企业均在使用该系统，累

计查询频次 296 万余次

1.50 1.50



- 7 -

收集汇总当年各种统计报表 100% 100% 1.50 1.50

时效指标故障排除时间 ≤2 小时 即时响应，≤2小时 1.50 1.50

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内部使用人员满意度 ≥95% 100% 8.00 8.00

年度目标 4：
完成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汇总、课题开发工作和总结工作；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机构设立、前期宣传、完成试点工作和

普查物资准备工作以及普查登记、质量抽查、数据录入、审核工作。

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七次人口普查宣传覆盖区域 市、区、社区等 市、区、社区等 1.50 1.50

支持第七次人口普查试点活动次数 14 次 14 次 1.50 1.50

第四次普查数据产品种类 3 种

共 3种，分别是：

武汉经济普查年鉴 2018

年；

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课题论文集；

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文件资料汇编；

1.50 1.50

质量指标第七次人口普查普查数据质量
通过国家、省人普

办验收
通过国家、省人普办验收 1.50 1.50

时效指标

按照国家或上级规定的时间完成人口

普查短表上报
11 月 15 日前 11 月 15 日前 1.50 1.50

按照国家或上级规定的时间完成人口

普查长表上报
11 月 30 日前 11 月 30 日前 1.50 1.50

按照规定或计划的时间完成经济普查

年鉴并向社会公布
2020 年度内

2020 年度内完成武汉市

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并

在2020年 6月 23日长江

日报第 9、10、11、12 共

4 个版面进行公布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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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成果对区域发展

产生多方位积极影响

普查数据能帮助

全面掌握本市人

口统计信息，了解

近年来我市人口

结构变化情况

帮助全面掌握全市人口

统计信息，了解近年来我

市人口结构变化情况

8.00 8.00

第四次普查工作成果对区域发展产生

多方位积极影响

普查数据能全面

反映我市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

发展规模、布局和

效益，了解近年来

我市经济结构变

化情况

普查数据全面反映了全

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

益，为上级部门决策部署

提供了参考

8.00 8.00

总分 96.77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因分

析

1.“‘两办’信息采用”目标值为≥30 篇/年，2020 年上报的各类统计信息有 26 篇被“两办”采用。

2.“年抽查企业个数”目标值为≥200 家/年，2020 年统计执法支队实际抽查了 72 家企业。

另：设置了“国家局、省局采用”指标，但是实际工作中未统计国家局、省局采用篇次数量，所以本次绩效自

评无法确定该指标的完成情况。

原因分析：绩效目标设置过高，加之受疫情影响很多工作在 2020 年下半年才逐步恢复正常。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1.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及指标值，更好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一是根据业务工作性质和特点，主要围绕

部门日常履职和年度重点工作两方面设置支出绩效目标；二是指标值的设置应以以前年度完成情况为基础，结

合本年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既要有适度压力，保持整体螺旋式上升态势，又不能脱离实际，努力提高目标值

的精准程度。

2.建议市统计局建立绩效目标执行监控通报机制，定期对各项绩效目标完成进度进行通报，督促相关处室以绩

效目标为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对于预计难以完成的绩效目标，应积极主动进行绩效目标的调整申报工作。

注: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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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

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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