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人力资源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1,685.00 181,685.00 247,730.96 136.35%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47,730.96 247,730.96 247,730.96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协助做好各项工作 完成目标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100.00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人员数量 7 7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服务水平提升 胜任岗位工作 完成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聘用人员满意度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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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土管员工资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8,400.00 98,400.00 98,400.00 100.00% 10.00 1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98,400.00 98,400.00 98,40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土地管理工作延伸到村级，确保完成年度目标责任 目标已完成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100.00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人员数量 41 完成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服务水平提升 胜任岗位工作 胜任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直接服务对象满意
度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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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5,000.00 85,000.00 69,931.00 82.27% 10.00 8.23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9,931.00 69,931.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减少二七区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目标已完成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98.23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地质灾害防治
减少地质灾害隐患
威胁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地质灾害防治
减少地质灾害隐患
威胁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地质灾害防治
减少地质灾害隐患
威胁

3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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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卫片执法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0,000.00 180,000.00 110,000.00 61.11% 10.00 6.11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数据及时上报，顺利通过验收 目标完成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96.11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违法行为案件下降
率

1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开展执法监督活动
及时率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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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4.22地球日，6.25土地日，8.29测绘宣传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5,000.00 95,000.00 69,649.00 73.31% 10.00 7.33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69,649.00 69,649.00 69,649.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爱护地球，保护土地宣传活动 今年目标已完成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92.33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传活动开展次数 4 4 30.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满足工作需要 定性值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 满意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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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农田标牌更换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 10,000.00 0.00 0.00% 10.00 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0,000.00 10,00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定期维护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牌 完成更新维护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90.00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基本农田标牌更换 100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数据库更新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相关单位满意度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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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平台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60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9,000.00 59,000.00 0.00 0.00% 10.00 0.0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59,000.00 59,000.00 0.00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已完成，资金未付到位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90.00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
原因
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资资源数据敲边
库建设

1 30.00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工作效率和管理
有效提升

提高工作效率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间接满意度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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