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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组织引导妇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妇

女。2.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团结、动员、组

织妇女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3.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推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宣传表彰优秀妇女典型，培养、推荐女性人才。4.代表妇

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5.坚

持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基层服务，推动全社会为妇女儿童办好事

实事。6.强化家庭文明建设，传承家庭美德，推进家庭教育，教

育引导广大妇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推动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8.加强妇联组织人才

队伍和阵地建设，加强和创新基层组织建设。9.积极发展同各国、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妇女、妇女组织的友好交往。10.依

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承办省委和全国妇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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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宣讲。召开广东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

女节 110 周年大会，评选表彰一批省三八红旗手（集体），开展

走访慰问，举办“三八”维权周活动，开展妇联主席接听 12338

妇女热线活动。深化“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女性双创培训和竞赛，继续培育一批创业创新孵化基地，创新

省级“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继

续做好省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工作，实施农村妇女素

质提升工程，创建一批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实“南粤巾帼精准脱贫行动”，持续开展

“1+N”扶贫项目，继续推动贫困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

工作。深化家庭文明建设，开展寻找“最美家庭”、创建“五好

家庭”“书香家庭”“廉洁家庭”“平安家庭”等活动，新打造一

批省级家庭文明建设示范点，新建一批儿童之家，开展“书香飘

万家”家庭亲子阅读活动。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宣传贯彻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全省全面开展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工作。稳

步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举办“六一”活动。进一步完善婚调

委“实体化”建设，进一步扩大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工作覆盖

面和辐射面，加强 12338 妇女热线服务和信访服务建设。加大普

法宣传力度。坚持办好妇女儿童十件民生实事。深化妇联改革，

继续在新领域新群体中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建立妇联组织，推进

“妇女之家”向新组织新领域新群体延伸，加大对各级妇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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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新增妇联执委的培训力度。不断深化网上妇联建设，升级

改版“南粤女声”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法律咨询、家庭教育、

心理情感、儿童健康等服务功能。加强社会联络与服务工作、网

络信息服务工作、妇女研究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目标 1.开展宣传工作，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力度，团结引领

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目标 2.开展妇女创业创新巾帼行动、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配合实施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妇女发展。目标

3.开展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弘扬家庭美德，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

稳定。目标 4.开展维权工作，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目标 5.

参与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实事，促进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的妇女儿童。目标 6.继续深化妇联改革，加强妇联自身

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打造新时期的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目标

7.深化妇联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及能力。目标 8.

加强党的建设，把妇联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党开展妇女群众工作的

得力助手和桥梁纽带。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0年支出合计6952.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742.99万元，

占 53.84％；项目支出 3209.66 万元，占 46.16％。

基本支出 3742.9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509.97 万元，

占 67.06％；商品和服务支出 260.43 万元，占 6.96％；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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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补助 966.95 万元，占 25.83％；其他资本性支出 5.64 万

元，占 0.15％。

项目支出 3209.66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3108.12 万

元，占 96.84％；工资福利支出 9.9 万元，占 0.31%；对个人家

庭补助支出 44.43 万元，占 1.38%；其他资本性支出 47.21 万元,

占 1.47%。

2020 年支出合计 6952.65 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132.95 万元,

增幅达 1.94%。其中：基本支出增加了 275.3 万元，增幅达 7.93%,

主要原因是人员晋级晋档相应增加；项目支出比上年减少了

142.35 万元，减幅达 4.24%,主要是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财政

压减项目支出。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会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 96.28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1）整体效能。一是 2020 年度按工作进度及要求，100%完

成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和绩效指标。二是部门预算

资金每月支出进度均达到序时进度。

（2）专项效能。一是 2020 年按工作进度及要求，100%完成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二是 2020 年专项资金支出率为 87.6%，其中

本级资金支出率达到 100%。



5

（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1）项目入库情况。我会专项资金二级项目全部入库，入

库率为 100%。（2）储备的二级项目使用情况。我会专项资金在分

配下达时，使用预算编制阶段储备的二级项目金额达到预算资金

分配总额的 100%。

2.预算执行情况

（1）预算编制约束性。因工作安排需要，我会 2020 年年中

追加项目经费 1107 万元。（2）资金下达合规性。我会一般性专

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分别在省人大批复预算后的 30 日和 60 日

内正式下达，下达比率达 100%。（3）财务合规性。资金管理、费

用支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管理。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不存在超标准开支出情况。

3.信息公开情况

2020 年预决算按照省财政厅统一布置，均在我会门户网站女

性 E 家园公开。公开内容完整，并按要求公开绩效目标和相关项

目绩效情况。

4.项目管理情况

（1）项目实施程序规范。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

理办法；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项

目实施过程规范。（2）项目监管。我会 1 个专项资金项目和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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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业发展性资金项目均建立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对相关项

目实施有效监督、检查、督促整改等。

5.采购管理情况

（1）采购合规性。我会采购意向按省财政要求，在政府采

购系统及时公开。二是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2）采购政策效能。我会按照《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

额。

6.资产管理情况

我会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资产

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省财政。所购固定资产都能较好的发挥其

作用。

7.资金运行成本情况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我会能耗支出 38.81 元/平方米，

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物业管理费 143.72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行政支出 2.01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靠后，有待改进。

行政支出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和邮电费。2020 年我会办

公费 23.12 万元，印刷费 79.52 万元，手续费 0.91 万元，邮电

费 15.32 万元，合计 118.87 万元。2020 年底我会在职人员 59 人，

行政支出人均较高，主要原因印刷费用占比较高，一是我会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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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每年需印刷费用约 25 万元。二是我会引领、联系、服

务广大妇女群众工作性质，需要印刷相关宣传资料组织引导妇女

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念凝聚

妇女。

业务活动支出 2.2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靠后，有待

改进。业务活动支出包括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培训费

和公务接待费。2020 年我会因公出国（境）费用 0.66 万元、会

议费 36.2 万元、培训费 91.44 万元、公务接待费 1.79 万元，合

计 130.09 万元。业务活动支出人均较高，主要原因是培训费用

占比较高。根据《指标对比标准表》，人均业务活动支出达到省

直单位平均值 B 档，人均支出为 0.96 万元/人。2020 年底我会在

职人员 59 人，人均 2.2 万元。2020 年我会培训费用 91.44 万元

（用于全省基层中青年女干部培训班等年度部门预算妇女干部

培训项目 41 万元），培训对象不仅是本单位人员，还包括全省优

秀妇女干部。由于工作需要，培训费支出费用在业务活动支出占

比较高，因此很难控制在 B 档内。

外勤支出人均 2.37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公用经费支出人均 7.05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2020 年“三公”经费部门决算

数为 10.36 万元，预算数为 57 万元，低于年初预算数。

（3）效率性。一是重点工作完成率。我会如期保质完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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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计划，并及时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二

是绩效目标完成率。我会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三是项目

完成及时性。我会所有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成。

（4）效果性。一是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我会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确保项目资金最大效益化，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是项目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对人、环境、资源带来可持续发

展。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1.存在问题

（1）预算调整率较高。年中追加经费多，我会 2020 年年中

追加经费 2287.53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晋级晋档相应增加，及

履行部门职能及完成省委专项工作所需的项目经费有所增加。主

要项目有省妇联专项工作经费 660 万元，妇儿工委专项工作经费

74 万元，助力消费扶贫公益行动经费 100 万元，省级家庭文明建

设示范点创建活动 100 万元等。

（2）政府采购预算需进一步细化。政府采购预算做得过细，

导致政府采购效率和执行率不能达到 100%。

（3）资产管理有待加强。加强对超过使用年限或者损坏的

资产及时申报和处置，确保账实相符。

2.整改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单位预算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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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

预算编制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

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

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

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严格编制政

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进一步规范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

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资产采购制度、使用管理制度、资产

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继续从严把控“三公”经费支出

的审核、审批，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

公”经费的支出。

（4）建立项目建设长期规划制度。需及时建立项目储备库，

在项目资金未下达之前，提前进行项目调研论证前期筹备等工

作，待资金下达后，立即启动项目建设及资金支付流程，加快支

付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