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_0 義 〇〇»2-—出 填报人： 丁捃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41500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疋 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442278. 28 1442278. 28 1,070,618. 79 10.00 74. 23 7. 42

其中：财政资金 1442278, 28 1442278. 28 1070618. 79 :,麵_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 情况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 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减少经费开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H调整次数 < 10 次 0 100. 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质量=1 (执行数- 
预算数）/预算数1 5 % 5 100. 00% 22.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
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 100 % 65. 75 100.00% 22, 50 22,5 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在完成工 

作的同时减少经费开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运转保障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合计 100-00 97,42

http://tyt


W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 iyB〇0000〇Bi6r-信息產袭运行维护 填报人： 龚利 联系方式： 65250229

主管部门： _画圖_^|§議_,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827000 827000 477, 650, 00 10. 00 57.76
其中：财政资金 827000 827000 477650 ■ 57, 76

单位资金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保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基本信息维护运转。 该项目完成所有厅机关硬件软件的日常运维工作，实施网络安全防护工作，保障了厅机 关曰常工作需求。项目尾款待下年度专家验收合格后支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维修与维护服务 95 项 95 100.00% 30. 00 30 项目尾款待下年度专家验收 合格后支付。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1 年 100 100.00% 30.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98 % 98 100.00% 30.00 30

合计 100* 00 95. 78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 TO00()00()067i 6-行政运1 亍 填报人： 李献娟 联系方式： 65250357

主管部门： 4!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5464000 5464000 3, 355, 040. 67 10. 00 61.4 6, 14
其中：财政资金 5464000 5464000 3355040. 67 61.4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恶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合理使用，专款专用；按照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 事务管理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做好信息化建 

设三大平台的日常维护；采购日常办公设备，改善办公环境，提高办公效率。

按照年度工作任务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工作系统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举办年度厅局长会议等工 
作会议、开展宣传工作，维护各平台信息更新，采购办公设备耗材日常办公用品，改善办公环境，提 高办公效率。按要求管理公务用车油料、维修及其他公务租车，保障厅机关正常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购买办公设备 =： 8.386 万元 8.386 100. 00% 30.00 30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举办五期培训班 > 126* 26 万元 126.26 100. 00% 20. 00 20 由于疫情原因，个别培训未能按 
时进行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四次会议 > 19.46 万元 6.96 35. 77% 20,00 7, 15 由于疫情原因，缩减会议规模， 
节约了资金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宣传工作 460 万元 460 100. 00% 20. 00 20

合计 100. 00 83. 29

http://tyt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是省一级预算单位，主要职责是： 

拟订全省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和安置优抚等工作政 

策法规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本省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 

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负责全省军队转业干部、复 

员干部、离休退休军人、退役士兵、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 

移交安置和全省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协 

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工作和自主择业、自主 

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组织指导退役军人创业，组织协 

调落实退役军人医疗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各项待遇 

保障。负责全省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管理维 

护、纪念活动等。
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位于海口市 

海府路59号。单位负责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休干部 

的接收安置，负责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待遇保障及优待抚 

恤烈士褒扬等工作。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工作系统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举办年度厅局长会议等工作会议、开展宣



传工作，维护各平台信息更新，采购办公设备耗材日常办公 

用品，改善办公环境，提高办公效率。按要求管理公务用车 

油料、维修及其他公务租车，保障厅机关正常运转。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合理使 

用，专款专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行政管理工 

作；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召开年度市县局长会议及双拥表彰大会等 

会议；做好信息化建设三大平台的日常维护；采购日常办公 

设备，改善办公环境，提尚办公效率。
当年年度目标完成情况：按照年度工作任务对全省各 

市、县退役军人工作系统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举办年度厅局 

长会议等工作会议、开展宣传工作，维护各平台信息更新， 
釆购办公设备耗材曰常办公用品，改善办公环境，提高办公 

效率。按要求管理公务用车油料、维修及其他公务租车，保 

障厅机关正常运转。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

实施规划：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合理使用资金，专 

款专用；按照法律法规章程的规定开展行政运行管理工作； 
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业务



培训；做好信息化建设三大平台的曰常维护；采购曰常办公 

设备，改善办公环境，提高办公效率，保障厅机关正常运 

转。项目计划实施时间为2021年。

管理情况：项目经费统一管理，资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支出，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合理使用资金。项目进行前集 

体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负责人及时跟踪项目实施情况， 
并及时提出意见，根据规定要求进行开支，做到了专款专 

用。

(二） 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 

实、总投入等情况
项目资金总投入546. 4万元，已全部落实到位。
2021年项目预算情况如下：培训费156.62万元、租赁 

费14. 12万元、印刷费35. 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65万 

元、办公设备购置费8. 39万元、劳务费25. 67万元、差旅费 

111. 94万元、午餐费5. 79万元、办公费39. 55万元、会议费 

25万元、委托业务费25万元、其他交通费用14. 12万元、维 

修费1.5万元、因公出国费用30万元、误餐费1.2万元等费 

用，共计546. 4万元。

(三） 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该项目预算546. 4万元，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实 

际支出335. 50万元，支出进度为61. 4%。该项目经费主要用



于：开展省内外调研差旅费、对全省各市、县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工作人员业务培训等培训费、召开全省局长会议等会议 

费、印刷费、项目委托费、邮寄费、劳务费、办公设备耗材 

曰常办公用品保障费及办公设备釆购费等。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支出，不存在虚列、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也没有超标准开支。由于疫情限制 

因公出国预算未开支。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预期目标大部分已完成，2021年度财政收支未发生 

重大问题。项目支出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及各项规章制度执 

行，资金全部用于综合事务管理工作。为合法、合规使用项 

目资金，我厅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通知》、《海南省公务支出管 

理制度汇编》，加强内部财务监督，规范财务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项目组织实施按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分类管理，专人负责， 
集体分工协作。通过制定专项工作计划方案，确定工作目 

标，明确组织实施措施和策略，更有效地指导工作的正常有 

序开展。



团队成员设置与职能:
姓 名 职务 任 务 所在处室

魏旭 副主任

负责固定资产和日用办公品的 

采购和管理。负责全厅的组织 

人事、机构和人员编制、劳动 

工资、教育培训；负责指导本 

系统基层建设、组织建设、队 

伍建设。

办公室

李献娟 二级主
任科员

监督内部财经纪律执行情况。 办公室

此项目严格按照《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财务管理规 

定》、《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会议培训管理办法》、《海 

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办法》、《海南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固定资产和办公用品管理暂行规定》等管理办 

法进行管理。

项目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原始凭证真实、完整、合 

法，支付依据符合规定，不存在无预算支付、虚列支出等情 

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本项目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546. 4万元，截止2021年 

12月31日，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内的项目资金实际到位546. 4 

万元，实际支出355. 5万元，资金使用率61. 4%，由于疫情限 

制因公出国预算未开支。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财政安排我厅行政运行项目年初预算资金546. 4万元，实 

际使用资金355. 5万元，该项目本年度节约资金190. 9万 

元。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 项目的实施进度

年初我厅对2021年的工作部署，该项目按计划有序进行， 
于2021年12月底基本实施完成。

(2) 项目完成质量
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合理使用资金，专款专用；按照 

法律法规章程的规定开展行政运行管理工作；对全省各市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做好信 

息化建设三大平台的日常维护；采购曰常办公设备，改善办 

公环境，提高办公效率，保障厅机关正常运转。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U)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在省财政厅的指导配合下，我厅完成2021年度目标任 

务。



(2 )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退役军人工作中的新闻宣传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统 

一起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正能量，让退 

役军人成为全社会最尊崇的人，汇聚起退役军人投身社会主 

义建设的磅礴伟力，激励引导广大退役军人迈步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
(二）

未完成项目主要为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培训费、印 

刷费。分析主要原因为：2021年疫情严重，未安排因公出国 

境考察工作，故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未完成。同样由于疫情 

压缩了会议、培训规模，故会议费、培训费及印刷费均未达 

预算执行目标。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 后续工作计划

严格2022年预算编制，提前考虑疫情的特殊情况，合理 

安排各项工作，避免出现预算目标未完成的情况，争取预算 

执行率达90%以上。

(二）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提前编制和细化预算。根据财务规定，严格执行国 

家法规和部门预算编制的有关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工作，坚 

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
二是强化经费预算管理。为进一步规范经费使用，建立 

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专款专 

用”的原则，严格按照预算安排，使用各项工作经费，做好 

经费的报销审核工作，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严格执行财务规定。坚持从严从简、勤俭办公，降 

低公务成本，规范办公用品等低值易耗品管理，严格会议、
培训支出审核。

2. 存在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厅在行政运 

行经费管理中存在预算编制不够细致，不够全面的问题，加 

之受疫情影响，个别项目尚未开展。
3. 建议

下一年度，严格按照批复预算的用途使用资金；加强对预 

算执行及项目进度的管理和督导，全面掌握预算执行及项目 

进度的情况，按期完成支付进度，提高支付进度率。
(三）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_02玎00000加025知：^退較军人信息服务一体 化建设 （ 填报人： 龚利 联系方式： 65250229

主管部门： ___圓__圓圓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V^一 J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1365000 2410000 2, 299, 040, 00 10, 00 麵

其中：财政资金 ]1365000 2410000 2299040 :::養_|: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本次申报为省本级项目，用户范围涵盖退役军人事务省-市-县-乡-村5级机构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退役军人相关服务机构及社会团体等第三方机构 
、社会公众等4类用户；系统应用覆盖省、市、县、乡、村5级退役军人事务机 构；信息资源以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釆集的数据为底数，并汇集其他 政务部门交换共享数据和社会化数据，实现退役军人信息资源的大集中和动态 
更新。

该项目完成招投标工作，并签订合同且支付了预付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2021年底前建立好一体化平台，实现 全省退役军人事务机构政务服务整体 

联整体联动、业务协同。
100 台套 100 100. 00% 30. 00 3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晌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6 年 6 100. 00% 30. 00 30
满意度指獲：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使用人员满意度 100 % 100 100. 00% 30. 00 30

合计 100. 00 99* 54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TO(fo〇0〇00264(h:g_ 退役军人最美 

拥军人物H传 填报人： 木万万 联系方式： 65250317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 1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2270000 2270000 359,154. 80 10, 00 15. 82 1,58

其中：财政资金 2270000 2270000 359154.8 15.82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拥军人物”学习宣传 

活动，推出-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取得明显 
成就、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退役军人典型，充分展示退役军人永葆本色 
、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动员广大退役军人倍加珍惜荣 
誉、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发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最美、争当最美， 
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评选于年底进行，下年度开展表彰大会，故款项于表彰后支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编印宣传材料数量 4900 册 4900 100. 00% 30. 00 3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办宣传活动次数 ..參 5 次 5 100. 00% 20.00 20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评选 

于年底进行，下年度开展表彰大 
会，故款项于表彰后支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宣贯政策知晓率 90 % 90 100. 00% 20. 00 2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 
“满意率 95 % 95 100. 00% 20. 00 20

合计 100. 00 91.58

http://tyt


^ 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l)0D21T00祕W0026盤7^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 填报人： 邓佾凯 联系方式： 65250327
主管部门： 军 务庁:::久 |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V J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8000000 18000000 18, 000, 000. 00 10.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00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11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资金足额拨付给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该项目己完成，资金已足额拨付给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关爱基金足额拨付 18000 元/年 18000 100.00% 30.00 3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关爱基金足额拨付 = 18000 元/年 18000 100. 00% 30. 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关爱基金足额拨付 士 18000 元/年 18000 100. 00% 30. 00 30

合计 100,00 100

http://tyt


附件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属于一次性项目。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退役军人工 

作决策部署，切实帮扶援助我省困难退役军人及其家庭解决 

生活困难，褒扬奖励先进典型，不断提高新时代退役军人服 

务管理水平，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满意，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根据七届海南省委常委会议关于同意设 

立省退役军人帮扶基金的指示，我厅牵头于2020年4月筹建 

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位于海口市 

海府路59号。单位负责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休干部 

的接收安置，负责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待遇保障及优待抚 

恤烈士褒扬等工作。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帮扶援助我省困难退役军人及其家庭 

解决生活困难，褒扬奖励先进典型，不断提高新时代退役军 

人服务管理水平。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资金足额拨付给海南省新时代关爱 

退役军人基金会。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资金已足额拨付给海南省新时代关 

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绩效指标设定情况：做好资金下拨和监管工作，确实解 

决困难退役军人实际问题，提高退役军人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

决策依据：根据七届海南省委常委会议关于同意设立省 

退役军人帮扶基金的指示，我厅牵头于2020年4月筹建海南 

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实施规划：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帮扶援助我省困难退役军 

人及其家庭解决生活困难，褒扬奖励先进典型，不断提高新 

时代退役军人服务管理水平。项目计划实施时间为2021年， 
属于一次性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将启动资金下拨给海南省新 

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管理情况：项目经费统一管理，资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支出。基金会制定章程及资金管理等办法，并按有关规定使 

用资金和做好监管。



(二） 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 

实、总投入等情况
项目资金总投入1800万元，已全部落实到位。

(三） 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该项目预算1800万元，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实 

际支出1800万元，支出进度为100%，已足额拨付给海南省新 

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同时，社会捐赠22万元。实际使 

用217. 22万元，其中帮扶困难退役军人196. 2万元、管理费 

用21. 02万元。

(四）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厅指导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制定并按照 

《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试 

行）》及《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资产管理办 

法》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启动资金下拨后，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按 

其章程使用资金，开展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



项目经费统一管理，资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支出。基金 

会制定章程及资金管理等办法，并按有关规定使用资金和做 

好监管，在使用中自觉接受退役军人的监督。

指导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制定《海南省新 

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海南省 

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资产管理办法》，并根据《海南 

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章程》开展日常检查监督。
项目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支付依据符合规定，不 存在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 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本项目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1800万元，截止2021年 

12月31日，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内的项目资金实际到位1800 

万元，实际支出1800万元，资金使用率100%。严格按照要求 

将资金下拨给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项目到位 

资金及使用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2) 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财政安排海南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18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800万元，严格按照要求将资金足 

额下拨给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 )项目的实施进度
根据我厅对2021年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要求将资金一 

次性下拨到海南省新时代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
(2)项目完成质量
按要求一次性足额拨付关爱基金。用于帮扶援助我省困 

难退役军人及其家庭解决生活困难，褒扬奖励先进典型，不 

断提高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管理水平。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海南省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已如期完成目标。
(2 )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做好资金下拨和监管工作，确实解决困难退役军人实际 

问题，提高退役军人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促进了我省 

社会稳定。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随着基金会影响力逐渐提高，募集资金渠道不断拓宽， 

此项目将趋于稳定，减小一些财政压力，也能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已顺利完成2021年度目标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评价等级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关爰基金 =18000 完成 优

足额拨付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关爰基金 =18000 完成 优

指标 足额拨付
满意度指 服务对象 关爱基金 >100 完成 优

标 满意度指 足额拨付
标

(三）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 后续工作计划 

无
(二）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无



附件9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汾T〇〇〇〇〇0m7727_:fe接续缴费审计项目. ... :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疋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400000 400000 261，760, 00 10. 00 65.44 謂__

其中：财政资金 400000 400000 261760 :y__
单位资金 |_ 0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是部分退役士兵养老保险补缴工作收官之年，为确保各市县社保资金 

专款专用，拟对各市县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工作开展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 面审计，确保我省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圆满完成。
本着厉行节约原则，己完成对各市县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工作开展及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全面审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人员编制 > 100 % 100 100. 00% 30* 0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军休机构用房 100 % 100 100. 00% 30,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车辆以及服务对象 多. 100 % 100 100. 00% 30.00 30

合计 100. 00 96. 54

http://tyt


◎ YM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 TQ00000017H8-全看机构人员和资产审计

•： - - •：；：；：：' .
填报人： 刘涛 联系方式： 65327606

主管部门： _誦圓画麵_圓||:;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____^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304000 304000 289, 520. 00 10,00 95,24 9. 52

其中：财政资金 304000 304000 95, 24
单位资金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结合2020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开展为军休千部换证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全省 
军休机构转隶人员编制、军休机构用房和车辆以及服务对象进行核查审查，为发现和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可靠数据支撑，确保做到人员和资产底数清楚，确保中央专项 
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完成对全省军休机构转隶人员、军休机构用房、车辆以及服务对象的核查审 
查，确保做到人员和资产底数清楚，确保中央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员编制 > 100 % 100 100.00% 30.0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军休机构用房和车辆 100 % 100 100.00% 30.00 30
满蒽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服务对象 100 % 100 100. 00% 30.00 30

合计 100. 00 99. 52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oo〇2iTa〇aafi)〇ir?满役军入秦务重大问题政策 填报人： 王花 联系方式： 65382250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秦|：#务厅 实施单位： 11^^
是否公开： 7E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500000 1500000 935, 542. 02 10.00 62.37 :麵_

其中：财政资金 1500000 1500000 誦 __ii
单位资金 0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冃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推动落实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意见专项课题研宂；2.军地合力做好退役军人 工作专项课题研究；3.专项工作调研。全面完成课题研究。 2021年11月，按照厅工作计划，经公开询价、集体评审、党组研宄、全网公示程 
序，我厅委托齐鲁工业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分别承接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研究、海南烈士纪念设 
施的历史和教育价值实现路径研究、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发挥退役军人作用的实践与思 
考、海南省社会化拥军工作研究4个课题，目前课题组均己提交报告。所有工作均按计 
划实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推动落实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意见专项课 

题研究 100 % 100 100. 00% 30, 00 30
本着厉行节约原则， 
以最小开支实行工作 
目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军地合力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专项课题研究 100 % 100 100. 00% 30.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专项工作调研 > 100 % 100 100. 00% 30.00 30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OOOO21Tbb0OOOO9祕54-中處t赛后勤部转军队转业干部经费 ^ °/|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i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宵退役军人事务厅木级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0 989830 989, 830. 00 10,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单位资金： 0 989830 989830 1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4；1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组织军转千部开展党史教審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完成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50人 100 人 100 基本达成目标 40, 00 4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组织250名军转千部培训 定性 优良中低參:点:::$ 100 1 50, 00 50

合计 100. 00 100

http://tyt


于yi
km'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〇00〇21^〇〇々〇〇〇〇90热-军翁行秦事业和培训费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__圍______:::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0 1450376.95 1, 450, 376. 95 10, 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单位资金： 0 1450376、95 1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水平，增强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更好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

完成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 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退役军人 __________ 530 人 530 100. 00% 40.00 4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100% > 100 % 100 100. 00% 50, 00 50

合计 100. 00 100

http://tyt


附件1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Td000000921S2-浑转办专领业务费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415-省退接率欠事务if <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j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牵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0 572,129. 31 10. 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单位资金： 0 572129. 31 :'l 議 ___ 瞧 31 1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为进，-步规范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千部管理服务工作，改进管理服务方式，提升 

服务管理水平，增强管理服务效能，努力提高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的归属感，不 断发挥好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确保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队伍的稳 
定。

完成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各市县退役军人服务系统相关人员 205 人 205 100. 00% 40.00 4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满意度100% 100 % 100 100. 00% 50.00 50

合计 100. 00 100

http://tyt


附件15 匕; 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T000000092145-海南军域保障局拨转业士官安置经费 填报人： 丁裙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議__議議圓__|_.: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0 44435 44, 435.00 10.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单位资金： 0 画圖圓画 44435 1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E:;麵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用于组织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档案审查、培训及政策宣讲活动。 完成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148人培训 100 人 100 100. 00% 40. 00 4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满意度100% 100 % 100 100. 00% 50. 00 50

合计 100. 00 100

http://tyt


V\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0000:000驳149-海南军区保障局拨转业 

(复员）干部移交工作经费$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_务厅 > /
： .… ：. , ' ... .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77, 000. 00 10.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单位资金 177000 10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用于组织计划分配军转千部培训、档案审查及宣讲潘动等。 完成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划分配的军转干部。 100 人 100 100.00% 40-00 4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满意度100% > .. 100 % 100 100.00% 50.00 50

合计 100. 00 100

http://tyt


附件17 腾
4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T000000015134-说抚和織着设施维修改造 填报人： 潘欣欣 联系方式： 65237004

主管部门： 415感省遍_又•务厅 ::,/+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
TT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460000 760000 460, 000, 00 10.00 60. 53 6.05

其中：财政资金 460000 760000 460000 60, 53
单位资金 Q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财社[2017]26号文件下达优抚事业单位补助资金846万元指标文件规定，

从2017年起，优抚事业单位补助由专项转移支付转列一般性转移支付（均衡性 
转移支付），以后年度按照“固定数额补助”办理，用于全省军供站、光荣院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

深入采访挖掘全省15家省级以上烈士纪念设施及60位著名英烈，形成一整套详实 
的成果资料，献礼建党100周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年度工程建设进度 90 元/户 80 88. 89% 30. 00 26, 67
共建单位进度缓慢，下 
一步加强沟通，推进进 
度。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年度纪念设施瞻仰祭扫人数，光荣院入住人 数 90 元/户 90 100. 00% 30.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年度纪念设施瞻仰祭扫人数，光荣院入住人 数 > 95 元/户 95 100. 00% 30. 00 30

合计 100* 00 92*72

http://tyt


附件1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T0000000921514|役军人箏養部拨军转行政事业费 培训费（复员妾置）工作经费

丨:議M：；：藝你 iII議::::
填报人： 王尤林 联系方式： 6520093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0 1002893 196, 187.40 10,00 19,56 1.96

其中：财政资金： 0 0 0 0
单位资金： 0 1002893 196187.4 19. 56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_____圓_^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用于开展全省优秀军转干部颁奖晚会暨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 颁奖晚会暨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工作己完成。剩余资金用作下年度培训费用
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省优秀军转干部 100 人 100 100.00% 40.00 4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100% 100 % 100 100.00% 50. 00 50

合计 100.00 91.96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釘T〇OODO〇6〇2152-单位成立开办费 填报人： 王花 联系方式： 65382250
主管部门： 415-省退授军人事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299000 299000 182, 464 00 10.00 61,02 6, 1

其中：财政资金： 299000 299000 'WM.
单位资金： 0 0 0 :1義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专款专用，采_秘书处日常办公设备，保 

证其正常®转。
秘书处日常办公设备均己配齐，已实现正常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购买设备 98 元/台 98 100. 00% 30. 00 30
本着厉行节约的原 
则，以最小投入实现 
工作目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喃 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95 台套 95 100. 00% 30.0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千部职工满意率 95 元/人•次 95 100. 00% 31X00 30

合计 100. 00 96. 1

http://tyt


附件2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21T0000(K)00292g-节呑 属慰问 填报人： 孙涛 联系方式： 65250265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多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9130000 9130000 6, 557, 968, 08 10. 00 71.83 7. 18

其中：财政资金 9130000 9130000 6557968, 08 園|_
单位资金 0 ，:麵^ ::f|: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春节、“八一”前夕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是一项常态化工作。省委、省政府 

组成若千慰问团，慰问驻琼军警部队，给部队赠送慰问金，带去省委、省政 
府对子弟兵的关心和爱护，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

该项目己完成。本着例行节俭的原则顺利开展春节、“八一”前夕的拥军慰问活动
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驻琼独立师以上部队23个 90 人/户 90 100.00% 30, 00 3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体现党和政府对部队的关怀 90 人/户 90 100.00% 30.0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 . 90 人/户 90 100.00% 30, 00 30

合计 100. 00 97. 18

http://tyt


附件21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 项目基本情况

节曰拥军优属慰问是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工作部每年春节、“八一”建军节期间下发的有关 

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的文件精神和《海南省“春 

节”、“八一”建军节期间开展拥军慰问活动方案》精神， 
对驻琼独立师以上部队进行慰问，赠送慰问品，送去省委、 
省政府对子弟兵的关心和节曰慰问。

项目的实施主体是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位于海口市 

海府路59号。单位负责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军休干部 

的接受安置，负责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待遇保障及优待抚 

恤烈士褒扬等工作。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春节、“八一”前夕开展拥军慰问， 

向部队官兵赠送拥军慰问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驻琼独 

立师以上部队的数量、规模和赠送慰问品的标准编制需省财 

政预算的资金，并做好慰问品的釆购、发放等工作，项目涉 

及驻琼独立师以上等部队。
(二） 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2021年春节前夕和“八一”前夕开 

展拥军慰问，向驻琼独立师以上部队官兵赠送慰问品。省 

委、省政府组成若干慰问团，慰问驻琼军警部队，给部队赠 

送慰问金，带去省委、省政府对子弟兵的关心和爱护，有利 

于进一步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及 

常态化走访慰问退役军人。
年度绩效指标设定情况：春节拥军慰问品45000个便携 

不锈钢保温水杯、“八一”拥军慰问品60294个双肩背包，
已赠送给给全省驻琼部队官兵，顺利完成慰问任务。全省驻 

琼官兵充分感受到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关爱，满意度高。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决策过程：根据省领导指示和部队建议意见，我厅2021 

年春节釆购便携不锈钢保温水杯、“八一”釆购双肩背包， 
成立采购领导小组，并上厅党组会议通过。选定代理机构， 
委托其负责采购事宜，从代理机构选定、标书制定、和中标 

人签订釆购合同，以及支付釆购经费，均由采购小组共同商 

议通过。
实施规划：2021年春节前夕和“八一”前夕开展拥军慰 

问，向驻琼独立师以上部队官兵赠送慰问品。省委、省政府 

组成若干慰问团，慰问驻琼军警部队，给部队赠送慰问金，
带去省委、省政府对子弟兵的关心和爱护，有利于进一步巩



固军政军民团结，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及常态化走访 

慰问退役军人。项目计划实施时间为2021年。符合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

管理情况：项目经费统一管理，资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支出。项目进行前集体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负责人及时 

跟踪项目实施情况，并及时提出意见，做到了专款专用。
(二）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 

实、总投入等情况
项目资金总投入913万元，全部由省财政安排，已落实到

位。

(三） 项目资金（主要是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该项目预算913万元，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实际 

支出655.8万元，支出进度为71.83%。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春 

节、“八一”前夕开展拥军慰问，向部队官兵赠送拥军慰问 

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驻琼独立师以上部队的数量、规 

模和赠送慰问品的标准编制需省财政预算的资金，并做好慰 

问品的采购、发放等工作，项目涉及驻琼独立师以上等部 

队。

(四）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厅严格执行《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22年省级部门 

预算的通知》（琼财预〔 2022〕29号）精神，按照《海南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海南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财务管理规定》执行。项目资金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支出，项目进行前集体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负责人及时 

跟踪项目实施情况，并及时提出意见，做到了专款专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 项目组织情况

2021年春节拥军慰问品釆购项目，于2021年7月12曰 

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开标和评标，釆购货物 

为便携不锈钢保温水杯，中标人为浙江E迪工贸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98万元，2021年9月，慰问品已经全部通过验收 

并发放到驻琼部队官兵手中。我厅按合同条款约定支付釆购 

费用。

2〇21年“八一”拥军慰问品采购项目，2021年7月13 

曰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开标和评标，中标人 

为海南盛云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9月慰问品已经全部通过 

验收并发放到驻琼部队官兵手中。我厅按合同条款约定支付 

采购费用。

(二）



项目管理均按照国家、省财政厅以及《海南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政府釆购管理暂行办法》、《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财务管理规定》执行，项目进行时有负责人及时跟踪项目实 

施情况，财务、审计人员参与验收并及时提出意见，并接受 

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严格监督，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 

用，慰问品质量可靠，交货及时。

项目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原始凭证真实、完整、 
合法，支付依据符合规定，不存在无预算支付、大额现金支 

付、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兒成情况。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 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本项目2021年财政预算安排913万元，截止2021年12 

月31曰，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内的项目资金实际到位913万 

元，实际支出655. 8万元，资金使用率71. 83%,在确保工作 

成效没有降低的情况下，成本控制未超出预算。
(2) 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财政安排我厅节日拥军优属慰问项目年初预算资金913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655. 8万元，该项目本年度节约资金 

257.2万元。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 项目的实施进度

年初我厅对2021年的工作部署，该项目按计划有序进行, 
于2021年12月底基本实施完成。

(2) 项目完成质量

采购项目完成后，根据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做好 

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并保留釆购金额的3%作为质保金，在 

产品验收2年、无质量问题及纠纷问题后，再拨付款项给供 

应商，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合格。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在省财政厅的指导配合下，我厅完成2021年度目标任 

务。各项指标均达到并超过了预期效益。
(2 )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拥军慰问品赠送，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子弟兵 

的关心和节曰慰问，受到部队官兵的一致好评。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从政治高度看待双拥工作。做好双拥工作是一项重要的 

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军队群众工作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军队群众工作新的时代内涵， 
把双拥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政治任务和长期目标抓紧抓好。

作为军地联结的纽带，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加强军 

队与地方的交流互动，使军民团结一家亲，形成共建合力。 
开展形式多样的慰问活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营造 

一个全民关心囯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良好 

氛围，助推军队战斗力向更高层次跃升。

已顺利完成2021年度目标任务。年底节佘资金257. 2
万元,

(三）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按照国家和省政府采购有关法律规定，提前筹划2022年 

度春节和八一拥军慰问采购工作。为确保节前慰问品及时送 

到慰问对象手中，至少提前4个月启动采购工作。即每年4 

月启动本年度八一拥军慰问品釆购工作，9月份启动下一年度 

春节拥军慰问品采购工作。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 经验及做法
严格把关招标文件内容条款，在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要 

求的前提下，避免设置不合理限制条件和排他性条款，确保 

招标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作用，达到 

采购结果物美价廉。
2. 存在问题和建议
随着物价上涨，难以保证每次节曰慰问品覆盖所有驻琼 

军人。若要确保每一名驻琼军人都感受到省政府的关心慰 

问，全年人均可用经费仅约110元，分春节、八一两次采 

购，每次约55元，可买慰问品范围和档次受限，建议逐年适 

当提高慰问标准。



7滅_____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 _0〇〇〇如1—4〇-±_金津补贴 填报人： 丁瑨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7368682.88 8607368, 81 8, 510, 812/51 10.00 98.88 a 89

其中：财政资金 7368682.88 ______ 屬___1;: 98.88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 
理，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工资的发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 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100. 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100 100. 00% 22. 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5 100. 00% 22. 50 22.5

合计 騰00 99.89

http://tyt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 lROOOOOOOO€6S57^^#fl4 填报人： 丁裙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i5-tr退役军人事务厅 二: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11724 11724 11,724. 00 10. 00 10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1724 11724 11724 100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 理，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住房补贴的发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 100 100. 00% 22. 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5 100.00% 22,50 22.5

合计 100. 00 100.0

http://tyt


项 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 lROQOO〇0006642r 养查保险、

a. ' >v•务.-“:么， -..彳
填报人： 丁捃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817896.32 912252.8 909, 764, 64 10. 00 99.73 9.97

其中：财政资金 817896.32 912252,8 909764 64 99,73
单位资金 0 屬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 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养老保险的缴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 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 5 100. 00% 22.50 22,5

口 100. 00 99.97

http://tyt


附件2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300(321ROOQ〇00006644,医疗傑睡

： : , -. 填报人： 丁捃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智人事务#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一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434507. 42 485353.76 484, 749. 01 10. 00 99, 88 9,99

其中：财政资金 :;_圓||__ 485353* 76 484749.01 99. 88

单位资金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 少结余资金 完成医疗保险的缴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100.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100 100.00% 22. 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5 100.00% 22-50 22、5

合计 100.00 99,99

http://tyt


附件26 u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R0000000066祕-失业保 填报人： 丁捃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入事奏庁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25559.26 25559. 26 0, 00 10. 00 0 0

其中：财政资金 25559, 26 25559.26 0 0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 理，减少结余资金 我厅人员属财政供养，无失业保险的缴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100.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二 100 % 100 100. 00% 22. 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 5 100. 00% 22,50 22.5

合计 100, 00 90.0

http://tyt


气:A 项 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O0O021ROOO0O00Q6647-工伤.险 填报人： 丁裙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415-省退役军人事矣*厅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20447, 41 20447. 41 ____ 10.00 27,88 2.79

其中：财政资金 20447, 41 20447, 41 _____ 27,88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ll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 合理，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全年工伤保险的缴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10 100. 00% 22,50 22,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 100 100. 00% 22. 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佘数/预算数 5 % 5 100. 00% 22* 50 22.5

合计 100. 00 92,79

http://tyt


附件2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1R000(|細〇_656-丼他工资福'考支出 填报人： 丁瑨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35650 41850 37, 700. 00 10,00 90. 08 9.01

其中：财政资金 35650 41850 37700 90* 08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s 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其他工资福利的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 00% 22. 50 2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5 100. 00% 22, 50 22,5

合计 100. 00 99.01

http://tyt


附件29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 tR000000006663-住息公釦金 填报人： 丁琚 联系方式： 65250315

主管部门： __|__纏.議 顏顯::r. 实施单位： 415001-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本级

是否公开： 是 网址： http://tyt. Hainan, gov. cn

资金构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资金总额 717916.91 800985 799, 338.00 10.00 99. 79 9. 98

其中：财政资金 717916. 91 800985 799338 99. 79
单位资金 0 0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 理，减少结余资金

完成住房公积金的缴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10 次 10 100. 00% 22. 50 22.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 100 100. 00% 22.50 2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5 100. 00% 22. 50 22.5

合计 100. 00 99. 98

http://t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