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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第七次人口普查经费

绩效自评结果
（摘要版）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武汉市统计局（以下简称：市统计局）以国家统计局、国务

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方案》为依托，积极克服人口基数大、流动人口多以及“新

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及各部门配合下，

组建工作专班，周密安排、精心部署，顺利完成区划绘图、普查

宣传、两员选聘培训、入户摸底登记、事后质量抽查等各项工作，

截止 12 月底，全市共登记 699.81 万户、1759.88 万人，登记常

住人口 1232.65 万人。通过本次普查，及时查清了全市人口总量、

结构和分布等情况，为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经过自评，市统计局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各项数据采集、

审核、上报等工作均已完成，2020 年度该项目自评得分为 98.41

分，得分情况如下表：

序号 类别 分值 得分

1 预算执行 20.00 18.41

2 产出指标 40.00 40.00

3 效益指标 40.00 40.00

合计 100.00 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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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本项目为年中追加的项目，根据《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2020

年预算支出的通知》（武财行〔2020〕1145 号），第七次人口

普查经费预算为 1168.00 万元，项目决算数为 1075.42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92.07%。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因本项目属于年中追加项目，所以市统计局暂未对本项目设

置绩效目标，为完成本次评价，根据相关要求并报请市统计局同

意，本次由市统计局联合武汉真道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根据实际

共同为本项目设置了 11 项绩效目标，其中 11 项绩效目标均已完

成（详见附件 1）。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因本项目属于年中追加项目，所以市统计局暂未对本项目

设置绩效目标，未严格贯彻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措施。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建议市统计局对于后续年中追加的预算项目也应该及

时设置绩效目标，更好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设置绩效目标

时主要围绕部门日常履职和预算主要支出方向两方面设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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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同时要建立健全项目绩效指标库，对于周期性项目应动态

调整绩效目标，不断完善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市统计局将逐步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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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减项目预算。

附件 1：2020 年度市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经费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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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0 年度市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经费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第七次人口普查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统计局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市统计局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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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财政资金总额 1,168.00 1,075.42 92.07% 18.41

年度绩效

目标（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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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两员”期数 6 期 6期 4.00 4.00

购买 PAD 设备数量 200 台 200 台 4.00 4.00

支持试点活动次数 14 次 14 次 4.00 4.00

制作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课视频 1 套 1 套，15 期 4.00 4.00

宣传方式多样化 5 种

至少 5 种，分别是：

抖音；微信；电视台；

报刊；横幅海报等

4.00 4.00

质量指

标

宣传活动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成效显著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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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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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

标

按照国家或上级规定的时间完成短表上

报
11 月 15 日前 11 月 15 日前 5.00 5.00

按照国家或上级规定的时间完成长表上

报
11 月 30 日前 11 月 30 日前 5.00 5.00

效益

指标

可持续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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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0.00

满意

度指

标

培训对

象满意

度

培训对象满意度 ≥80% 100% 20.00 20.00

总分 98.41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

因分析
无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

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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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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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