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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东省揭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
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广东省揭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

填报人：韩育坤

联系电话：0663-5580395

填报日期：2022.05.10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单位基本情况:广东省揭西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于 2003 年 6

月 13 日经广东省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粤机编办[2003]191 号文”批准

成立，隶属于广东省揭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属事业法人性质，股级事

业单位，人员经费由省财政核拨。

2、本单位主要业务职能:依法在揭西县辖区行政区域内，承担最

高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立、保存工作；开展量值传递；执行

计量检定规程，依法执行强制检定；提供计量检定、校准、测试服务；

承办上级局交办（委托）的其他工作。我所现建立 17 个社会公用计量

标准，检验项目为：加油机、天平、砝码、台案秤及电子称、压力表、

血压计、温度箱、钢直尺、钢卷尺、卡尺、千分尺、指示表、pH（酸度）

计、无创血压计、旋光仪、分光光度计检定装置及耐电压测试仪检定装

置。同时，为本县客户提供计量器具委托检定和其他有计量技术咨询服

务。

3、机构设置情况：本单位内设：办公室，业务室，挂条码代办

处。

4、人员编制情况：现有编制 9 人。现有在册正式人员情况：实有

人数 8人,其中，管理人员 1 人，专业技术人员 7 人。聘用人员：4 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3人。退休人员：6 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我所按照年初工作计划部署，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及上级

有关规定开展工作，主要工作有如下几点：

1、计量方面主要工作：

（1）做好了疫情期间计量检定收费的减免工作。

（2）对全县24个集贸市场20个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强制免费检定, 检

定各类秤合计 2714 台（件）、血压计（表）1042 台、各类秤压力表等 64

台，共检定计量器具 3820 台（件）。

（3）对全县企业免征计量检定台件数为，分析天平 226 台（件）、

架盘天平 1018 台（件）、砝码 2258 台（件）、各类秤 1845 台（件）、压

力表 622 台、加油机 782 枪次、地称 5 台、各类尺 95台（件）、酸度计 58



台、旋光仪 51台、分光光度计 57台，温度箱 460 台，共检定 330 家企业计

量器具数量 7477 台（件）。

2、标准化方面主要工作

（1）全年办理新注册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31 家，续展系统成员 147

家。

（2）制订广东福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4 项企业标准并通过了企业标

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实施，企业标准为：【《棉纱拖把》（Q/GDFB

01－2021）】、【《尘推拖把》（Q/GDFB 02－2021）】、【《整理箱》

（Q/GDFB 03－2021）】、【《玻璃清洁》（Q/GDFB 04－2021）】。

三、抓好财务管理，做好了财务审计工作，完善财务制度，严格

执行国家财经制度，做好了固定资产的清算工作。

四、做好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素质,提高工作质量，确保

业务方面有新突破，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五、加强工作意识，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更好地

服务于企业；激励创新，确保业务方面有新突破。

六、按省局要求，做好了检测机构改革的各项工作，确保干部职

工的思想稳定。

七、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坚持以促进质量发展为目标，不断加强质量管理通过加强质量

监管、提供保障服务、开辟质监事业、深化队伍建设来创造质监工

作，积极应对加强各项计量标准的逐步建立并进一步健全，使检测

能力不断提高，更好的服务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检测事业的发展。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总收入 408.39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60.4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

经费收入 151.3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经费收入 109.02 万元，财政预

算收入较 2020 年增加 17.37 万元。事业收入 35.36 万元， 较 2020 年减

少 2.35 万元，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业务量稍微下降。其他收入为

2014-2019 年退休人员社保退费收入 112.37 万元及利息收入 0.24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与上年对比增加7.1%,离退休人员慰问金15.53万

元。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总支出为 312.70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60.4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为 151.39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预算支出为

109.02 万元，财政预算支出较 2020 年增加 17.37 万元。其他资金基本支

出 52.29 万元，较 2020 年支出增加 2.69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我所认真总结了

过去一年的工作，对照评分表中的具体要求，逐条总结分析，查摆

不足，经客观自评，2021 年我所自评得分为 97.58 分,自评等级为优。

1．履职效能（指标总分 50 分，自评得分 50 分）

整体效能。

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及整体绩效目标效益

指标完成情况：

（1）做好了疫情期间计量检定收费的减免工作。

（2）对全县24个集贸市场20个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强制免费检定, 检

定各类秤合计 2714 台（件）、血压计（表）1042 台、各类秤压力表等 64

台，共检定计量器具 3820 台（件）。

（3）对全县企业免征计量检定台件数为，分析天平 226 台（件）、

架盘天平 1018 台（件）、砝码 2258 台（件）、各类秤 1845 台（件）、压

力表 622 台、加油机 782 枪次、地称 5 台、各类尺 95台（件）、酸度计 58

台、旋光仪 51台、分光光度计 57台，温度箱 460 台，共检定 330 家企业计

量器具数量 7477 台（件）。

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2021 年度财政预算资金序时进度达到

100%。



2．管理效率（指标总分 50 分，自评得分 47.56 分）

（1）预算编制。（指标分值 2 分，自评得分 2 分）

2021 年度我所没有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故此得满分。

（2）预算执行。（指标分 7 分，自评得分 7 分）

①预算编制约束性（自评得 4 分）。本所严格执行预算资金

使用，没有发生调剂预算资金的情况，并且年度预算资金执行中，

按正常预算资金支出，没有追加资金。

②财务管理合规性（自评得分 3 分）按照《政府会计制度》

和单位内部财务管理规定进行核算，重大开支遵循集体审议原则，

资金支出审批手续完备，财务核算清晰，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用途

使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信息公开。指标分 3 分，自评得分 2 分。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自评得分 2 分）。本所收到省预决算批复后能及时按要求向

社会公开预决算报表。

（4）绩效管理。指标分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①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本单位出台了绩效管理制度

Ⅰ、提前谋划，储备项目。树立谋事为先的理念，科学合

理谋划绩效资金支出重点，做实项目前期研究论证，提前入库储备

项目，确保资金安排与项目紧密链接。

Ⅱ、绩效优先、目标明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

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审核和监控，并将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

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Ⅲ、依法公开，强化监督。健全监管机制，全面推进信息

公开，主动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保障项目资金阳光透明

运行。

②绩效管理制度执行：本单位严格根据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5）采购管理。（指标分 10 分，自评得分 9 分）

①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自评得 2 分），本单位采购意向公

开率 100%，采购活动开始前 30 日提前公开采购意向，并且本单位采

购需求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

②采购内控制度建设（自评得 1 分），本单位建立政府采购



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并已报财政部门备案。

③采购活动合规性（自评得 2 分），本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合

法合规，无采购投诉情况。

④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自评得 3 分），本单位本年度无发

生政府采购活动，故此得满分。

⑤合同备案时效性（自评得 1 分），本单位本年度无发生政

府采购活动，故此得满分。

（6）资产管理（指标分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

①资产配置合规性:本单位 2021 年度实有人员 12 人，建筑面

积 341 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 250 平方米，办公用房面积 91 平方米，

人均办公用房 7.58 平方米，符合规定标准。

②资产上缴的及时性:2021 年度本单位无出租出借固定资产，

且无处置固定资产，无处理收益。

③资产盘点情况:本单位定期对单位固定资产进行盘点，2021

年底本单位资产总额 123.91 万元，经盘点其中货币资金 96.83 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 116.04 万元，无发现资产盘盈或盘亏情况。

④数据质量:本单位按照资产管理系统平台的要求，做到账账

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完整准确的上报相关的资产数据。

⑤资产管理合规性:本单位严格按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内

部管理规程，按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要求执行，并制定相关的资产管理

制度，2021 年度无固定资产出租出借情况及资产处置，在各类巡视、

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无发现相关的违规问题存在。

⑥固定资产利用率：本单位所有固定资产经为在用状态，没

有闲置及未启用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

（7）运行成本（指标得分 3 分，自评得分 2.56 分）。

①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指标分 2分，自评得分 1.58 分)根据

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分总分 10 分，得分 7.9 分取得，本单位运转

成本的控制、核算精准度及合理性较好。

②“三公”经费控制情况：本单位 2021 年预算数为公车运行

维护费预算数 2 万元，2021 年决算支出为 1.87 万元，为公车运行维



护支出，较预算数减少 0.13 万元，本年度无公务招待费支出，无因

公出国费支出。本年度无会议费的支出及培训费的支出。“三公”

经费预算控制情况较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

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严格管理公务用车使

用，控制车辆运行维护开支，降低了公务车运行费用。“三公经费”

及公用经费控制情况较好。

（二）履职效能分析

2021 年，我所充分发挥计量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

支撑和引领作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年度绩效目标，具

体完成情况如下：

1、计量方面主要工作：

（1）做好了疫情期间计量检定收费的减免工作。

（2）对全县24个集贸市场20个医疗卫生单位进行强制免费检定, 检

定各类秤合计 2714 台（件）、血压计（表）1042 台、各类秤压力表等 64

台，共检定计量器具 3820 台（件）。

（3）对全县企业免征计量检定台件数为，分析天平 226 台（件）、

架盘天平 1018 台（件）、砝码 2258 台（件）、各类秤 1845 台（件）、压

力表 622 台、加油机 782 枪次、地称 5 台、各类尺 95台（件）、酸度计 58

台、旋光仪 51台、分光光度计 57台，温度箱 460 台，共检定 330 家企业计

量器具数量 7477 台（件）。

2、标准化方面主要工作

（1）全年办理新注册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31家，续展系统成员 147 家。

（2）制订广东福宝日用品有限公司 4项企业标准并通过了企业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实施，企业标准为：【《棉纱拖把》（Q/GDFB 01－2021）】、

【《尘推拖把》（Q/GDFB 02－2021）】、【《整理箱》（Q/GDFB 03－2021）】、

【《玻璃清洁》（Q/GDFB 04－2021）】。

（三）管理效率分析

本所 2021 年都预算支出进度达到 100%，并且能及时向社会

公开预决算，严格执行绩效管理制度，本所固定资产配置符合标



准，且能定期进行盘点，资产利用率 100%，本所运转 成本的控

制，核算精准度及合理性有些不足，还须要进一步加强改进。进

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并借助外力推进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一是要加强对各业务部门的绩效管理培训力度，在意识培养、行为

规范、沟通反馈上树立全过程绩效管理理念。二是借助第三方机构

和专家等外部力量，定期对部门整体支出的预算、分配、管理、

使用和效果情况，选取典型项目进行深入调研和受益群体满意度

调查，以点推面对本所的部门整体支出管理设计指标体系。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本所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暂未发现存在会计核算不规

范、支出使用不合规等问题。

三、其他自评情况

本所对绩效管理的概念和方法理解不透彻，主要表现在编制

项目资金预算时，绩效目标没有设立或设置不明确，绩效目标指

向不清、量化不够、预算和目标匹配不足等，对社会效益、可持

续发展影响和满意度等方面的指标欠缺考虑。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尚

未真正贯穿于部门整体支出的全过程，还须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