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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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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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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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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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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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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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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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根据省、市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规定，本次绩效自评体系是在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基础上形成
的，但年度目标4中有部分指标与第四次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调研）有关，因疫情防控加之专题研究（课题调研）前期
立项、考察等耗时较长，所以2020年未开展专题研究（课题调研）工作；同时因为第七次人口普查项目为年中追加项目并未
设立绩效目标，为科学合理的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经相关处室申请并报送单位领导同意，本次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优化了
年度目标4中的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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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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统计工作经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市统计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项目名称 统计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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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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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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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93 294.93 1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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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统计产品印刷册数 26000册 92133册 2.50 2.50 

统计产品种类 10
 梧桐季刊 、 武汉统计月

报等22种统计产品
2.50 2.50 

宣传覆盖区域 省、市、区 省、市、区 3.00 3.00 

报送两办政务信息 100篇 106篇 3.00 3.00 

统计分析报告 80篇 17篇 3.00 0.64 

培训人次 1360人次 1044人次 3.00 2.30 

年培训天数 21.5天 13.5天 3.00 1.88 

质量指标

参训覆盖率 ≥95% 98.85% 3.00 3.00 

“两办”信息采用率 ≥30%
全年报送两办政务信息106
篇，被两办采用26篇次，采

用率为24.53%
3.00 2.45 

国家局、省局采用率 ≥20%
实际工作中未统计国家局、

省局采用率
3.00 0.00 

培训对象合格率 ≥98% 100% 3.00 3.00 

时效指标
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80% 100% 2.50 2.50 

每季度、每月开展统计分析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2.50 2.50 

成本指标 培训人均成本 ≤420元

“统计工作经费”项目决算
中培训费合计支出

15,210.00元，线下参会人
员合计478人，平均31.82元

/人

3.00 3.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00% 100% 10.00 10.00 

社会效益

宣传方式多样性

通过“统计工作
日”现场宣传、
微信、网页、报
纸、新闻媒体等

平台

通过“统计工作日”现场宣
传、微信、网页、报纸、新
闻媒体等平台宣传了统计工

作

10.00 10.00 

社会公众参考度 100% 100% 10.00 10.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受训人员满意度 ≥98% 100% 10.00 10.00 

总分 92.28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因分
析

质量指标中“国家局、省局采用率”无法确定2020年实际完成情况。
原因分析：实际工作中未统计国家局、省局采用的上报信息，所以无法计算国家局、省局采用率指标。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如果按照规定或者根据单位内部管理要求需要统计国家局、省局采用的上报信息，则应在以后年度安排相关处室对该项目
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反之建议市统计局优化指标设置，用其他易于考核统计的指标代替该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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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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统计业务调查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市统计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项目名称 统计业务调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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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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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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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0 51.80 1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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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年报（月、季、年） 10个专业 11个专业 5.00 5.00 

抽查调查企业数量 ≥200家 72家 5.00 1.80 

统计培训 24期 21个主题，共培训26期 5.00 5.00 

质量指标

参训覆盖率 ≥95%
新入库“四上”单位统计
人员1053人，覆盖率100%

5.00 5.00 

重点指标误差率 ≤3% ≤3% 5.00 5.00 

网上直报率 ≥98% 98.80% 5.00 5.00 

时效指标 年拨打电话次数 ≥50万次 ≥50万次 5.00 5.00 

成本指标 培训人均成本 ≤190元

“统计业务调查费”项目
决算中培训费合计支出

86,705.00元，线下参会人
员合计1863人，平均46.54

元/人

5.00 5.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第三方评估”结果采用 100% 100% 10.00 10.00 

经济运行监测 ≥12次 ≥12次 10.00 10.00 

社会公益活动调查参与率 ≥10%

完成了武汉市城市园林绿
化满意度调查、湖北省环
境满意度调查、武汉市环
境满意度调查。
社会公益活动调查参与率
总体≥10%

10.00 10.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受训人员满意度 ≥95% 100% 10.00 10.00 

总分 96.80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因分
析

偏差大：抽查调查企业数量，目标值为200家，实际抽查了72家。
原因分析：①绩效目标设置过高，未能与实际情况相适应；②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很多日常性工作从下半年才
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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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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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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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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网络运行维护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市统计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项目名称 网络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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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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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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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 56.01 1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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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维护数量 123台（套） 131台（套）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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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相关人员使用率 ≥90% 100% 3.00 3.00 

机房巡视频次 1次/周 1天/次 3.00 3.00 

收集汇总当年各种统计报表 100% 100% 3.00 3.00 

质量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率 ≥95% 100% 4.00 4.00 

系统（平台）覆盖率 ≥95% 100% 4.00 4.00 

提高统计单位上报率 98% 98.80% 4.00 4.00 

时效指标

系统故障修复响应时间 ≤2小时 即时响应，≤2小时 4.00 4.00 

机房运行稳定，保证重点企业按时上报报表
机房正常运行，
满足工作需求

机房全年正常运行，满足了
工作需求

4.00 4.00 

成本指标 年度维护成本增长率 ≤5%

2019年网络运行维护项目决
算支出99.69万元，2020年
网络运行维护项目决算支出
99.82万元，年均维护成本

增加0.13%

5.00 5.00 

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内部使用人员满意度 ≥95% 100% 40.00 40.00 

总分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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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5

2020年度第四次经济普查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市统计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项目名称 第四次经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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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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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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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 48.00 10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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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数据产品 3000册

共印刷610册，其中：
武汉经济普查年鉴2018年
印刷210册；
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课题论文集印刷
200册；
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文件资料汇编200册；

6.00 1.22 

普查数据产品种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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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6.00 

质量指标 普查数据质量 通过国家抽查验收 通过了国家抽查验收 6.00 6.00 

时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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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6.00 

按照规定或计划的时间完成普查课题论文并
报送至有关部门

2020年度内 2020年度内 5.00 5.00 

按照规定或计划的时间完成文件资料汇编并
报送至有关部门

2020年度内 2020年度内 5.00 5.00 

成本指标 项目实际支出不超预算安排的资金数额
≤预算安排的资金数

额

预算批复173.5万元，决
算支出48万元；
实际支出未超预算

6.00 6.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普查结果向部门和社会机构提供 100家 ≥100家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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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0.00 

总分 95.22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原因分
析

普查数据产品计划印刷3000册，实际共印刷610册，其中：武汉经济普查年鉴2018年印刷210册；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课
题论文集印刷200册；武汉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文件资料汇编200册。
未完成的原因：目标值设置过高，导致该项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较低。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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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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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项目申报表，本项目共设7项绩效目标，其中三项与专题研究（课题调研）有关，但是因为2020年疫情影
响，很多工作在2020年下半年才恢复正常，加之专题研究（课题调研）前期立项、考察等耗时较长，所以2020年未开展专题研
究（课题调研）工作，为科学合理的开展本项目自评，经相关处室申请并报送单位领导同意，本次绩效自评舍弃了原有的与专
题研究（课题调研）相关的指标，并新设立了5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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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6

2020年度第七次人口普查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市统计局                                                                           填报日期：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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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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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项目类性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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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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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