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网络维护项目数量 3 1个 1个 3

空调维护数量 3 2台 2台 3

纵向网链路租用数量 3 1条 1条 3

质量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10 95% 95%以上 10

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 6 5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以内 6

系统故障修复响应时间 6 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以内 6

网络及计算机终端维护成本 3 5.3万元 6.6万元 3

机房精密空调维修保养成本 3 1.3万元 0万元 0
本年机房空调维护费
用由物业统筹

纵向网链路租用成本 3 1万元 1万元 3

……

社会效益
指标

公共主页点击率 20 80% 80%以上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20 10年 10年 20

……

使用人员满意度 20 95% 95%以上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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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粮食和物资储备网络信息系统运行及维护

主管部门及代码 704-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信息

中心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7.6 7.6

    其中：财政拨款 7.6 7.6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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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80%（含）、
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

≤**），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满意度指标
（20分）

数量指标

成本指标

得分计算方法

总 　　　 分

时效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资金
（万元）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

三档”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

的100-80%（含）、80-50%

（含）、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

到指标值，记满分；未达到

指标值，按B/A或A/B×该指

标分值记分。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年初设定目标

根据我单位基本工作职能要求，为了更好的履行单位
职能、确保我粮食局网络及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正常
开展各项工作，我单位每年需进行粮食大厦办公大楼
网络及计算机终端维护5.3万元、2台机房精密空调维
修保养费1.3万元、一条纵向网链路租用1万元。

本年度我单位顺利完成了粮食大厦办公
大楼网络及计算机终端维护工作、纵向
网链路租用工作，履行了单位职能、确
保了粮食局网络及信息系统正常运行。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数量指标 监测点数量 10 103个 103个 10

质量指标 信息质量 10
确保监测数据
及时准确，增
强预警能力

监测数据及时准
确

10

时效指标 信息报送时效 10

每周一期粮食
价格监测周
报，每月一期
市场分析预测

疫情期间启动两
次价格监测日
报，累计报送81
期。每周一期粮
食价格监测周
报，每月一期市
场分析预测

10

成本指标 粮食价格监测成本 10 23.40万元 23.40万元 10

……

社会效益
指标

监测点覆盖率 20 90% 全区90%以上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监测点增长率 20 5% 5% 2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信息采用率 20 95% 95%以上 20

……

100总 　　　 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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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80%（含）、
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

≤**），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绩
效
指
标

得分计算方法

产
出
指
标

（40分）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

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

满意度指标
（20分）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其他资金

年初设定目标

我单位在全区设立了粮油价格监测点103个监测点，对
粮食价格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密切关注粮食市场变
化情况，科学分析粮食供求形势和市场价格走势，为
我区粮食宏观调控和领导研判决策粮油政策提供了可
靠的信息，维护全区103个粮油价格监测点正常运行工
作，确保监测数据及时准确，需要保障经费33.90万
元,根据预算控制数，本年申报23.4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本年度全区各价格监测点及时有效的上
报价格监测数据，疫情期间启动价格监
测日报，密切关注粮食市场变化情况，
科学分析粮食供求形势和市场价格走
势，为我区粮食宏观调控和领导研判决
策粮油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保障经
费及时足额下拨23.4万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23.4 23.4

    其中：财政拨款 23.4 23.4

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粮食专项业务经费（粮油价格监测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704-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信息

中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购买服务项目数量 3 4个 4个 3

硬件采购数量 3 9个 11个 2

软件采购数量 3 100套 100套 3

采购验收合格率 5 100% 100% 5

系统安全运行率 5 大于90% 90%以上 5

时效指标 安全防护响应时间 9 3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以内 9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等
级保护测评服务成本

2 7万元 7万元 2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安
全防护成本

2 21万元 21万元 2

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规范性
运行监测服务成本

2 4.8万元 4.8万元 2

机房设备更新成本 2 25万元 23.87万元 1 招标后有结余

网络舆情监测成本 2 9万元 6.48万元 1 招标后有结余

防病毒软件更新 2 8.2万元 2.05万元 1 招标后有结余

……

社会效益
指标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登
录使用率

20 80% 80%以上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安
全运行天数

20 大于340天 大于340天 20

……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用
户使用满意度

20 大于90% 大于90% 20

……

96

满意度指标
（20分）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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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80%（含）、
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

≤**），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40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

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

年初设定目标

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及区政府办公厅网站、政
务新媒体运维管理的要求，为保障宁夏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网络及信息系统安全，我单位需在本年完成：1、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等级保护测评服务费用7万
元;2、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规范性运行监测服务费
用4.8万元;3、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安全防护服
务费用21万元；4、机房设备更新9台套，费用25万
元；5、网络舆情监测服务费用9万元；6、购买防病毒
软件100套，费用8.2万元。合计75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本年度按照年初目标，完成了等级保护
测评及整改工作，对云平台进行资源整
合清理，开展了网络普查、网络安全教
育培训、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网络舆情
监测，完成了防病毒软件、门户网站及
政务新媒体性监测服务、机房设备更新
采购服务等。

绩
效
指
标

得分计算方法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质量指标

54.66

    其中：财政拨款 75 54.66

         其他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704-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信息

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75

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宁夏粮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安全防护及机房设备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