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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街区土地储备中心土地测绘评估费
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概述

（一）单位基本情况

我单位为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下设事业单位，单位主要承担

职责为：

1.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局、住建局、金融机构等相

关部门根据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土地利用总规划、城市总

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市场供需状况等编制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和出让计划；

2.按照国家、省、市、区关于土地储备工作的法律法规，对

符合土地储备范围内的土地，通过征收、收购等方式进行土地储

备。按照区政府有关规定，负责对以收购储备的土地按照规划和

出让要求进行前期开发整理；

3.建立土地储备库；

4.负责土地收购整理的成本核算。

（二）项目概况

为加强政府对我区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更好地服务城市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策和政府工作安排，单位承担土地收储、土地出让前期移交土

地卷宗等相关职责，根据 2021 年度中心收储土地 900 亩的目标

责任，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将土地测绘评估相关工作交由有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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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完成。

（三）项目资金情况

2021 年度土地测绘评估预算资金安排 150 万，我单位 2021

年使用资金 58.9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偏差原因：由于

财政资金紧张，综合考虑现实情况，该部分资金支出偏少，但

2021 年度土地测绘评估工作已完成。

（四）绩效目标

配合做好土地收储及土地卷宗移交工作，确保 2021 年度各

项投资项目用地供应。

二、评价工作简述

（一）基本情况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支出责任，根据预算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按照客观公正原则对预算项目绩效进行

评价。

（二）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我中心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分三阶段进行:

1.前期准备阶段。明确评价对象、评价工作目标及评价要求；

了解项目总体情况，学习绩效评价政策、评价标准，全面了解和

掌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和有关要求，收集相关资料，拟定评

价工作方案，设计评价指标。

2.组织实施阶段。了解项目完成进度、完成质量、组织管理

等总体情况；查阅、收集有关文件、规章制度、工作台帐等评价

资料；审查项目资金的透明度，根据审查结果分析项目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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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组织管理水平；查看与项目相关的财务会计

报表、账簿、会计凭证，了解各项收支情况、财政资金到位情况、

实际支出情况和财务管理状况；核实和统计相关数据资料，评价

2021 年土地测绘评估费支出项目是否达到项目预期目标；根据

核实和调查情况，做好评价工作底稿。

3.分析评价阶段。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并

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绩效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评价打分，形

成评价结论，提出存在问题、建议和意见，撰写初步评价报告。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郑州市上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郑州市上街区国土

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清理规范意见的通知》（上编〔2012〕30

号）文件规定的单位职责，按照相关程序，我单位委托符合资质

的公司开展土地测绘评估工作。项目有据可依，项目立项具有规

范性。在设定绩效目标时，通过查看 2021 年收储及移交地块亩

数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进行绩效评价。在进行预算资金编制

时，严格遵照文件规定等进行预算编制。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主要负责人、单位负责人严格审核项目合同书、项目实

施场地等资料。但由于本年度财政资金紧张，虽然各项测绘评估

工作已完成，但大部分款项不能及时支付，致使 2021 年度该项

预算资金仅支出 39.29%。

（三）项目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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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1 年年度收储及移交目标，我单位 2021 年实际收储

1097 亩，完成 2021 年度收储目标 122%；产出数量和质量均完成

较好。项目成本节约程度较高。

（四）项目效果情况

测绘评估项目的顺利开展服务于我区土地收储及移交出让，

加强了政府对我区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建设。

四、评价结论

1.项目自评得分及自评结果

该项目绩效总得分 93.33 分，自评结果为“优”。

2.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发现的主要问题：预算执行率 39.29%，原因为财政资金紧

张，综合考虑现实情况，该部分资金支出偏少，但 2021 年度土

地测绘评估工作已完成。改进措施：在制定预算时要充分考虑当

前财政困局，尽可能的压减开支，尽量保持预算准确，提高预算

执行率。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该项目 2021 年自评结果为优，执行效果良好，建议以后年

度保留现有资金规模，该项目可以随本年度决算公开。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严格各项制度的执行，强化监督检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做到专款专用。

项目预算与实际支出差异较大，预算收支缺乏前瞻性，要加

强预算编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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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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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土地测绘评估费

主管部门及

代码
[402]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上街区土地储备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执行率（预算执行

数/全年预算数）

资金执行

分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 150 58.93 39.29% 10 3.93

其中：本年财

政拨款
150 150 58.93 39.29%

其他资

金

年度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保障 2021 年相关土地收储、出让工作的顺利进展。 有效保障了 2021 年土地收储、出让工作的顺利进展，2021 年完成收储土地 1097 亩

总分值 100 总得分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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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39.29% 1.00 0.40

因财政资金紧张，

综合考虑现实情

况，该部分资金支

出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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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合理 1.00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100% 1.00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健全 1.00 1.00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合规 1.00 1.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有效 1.00 1.00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 1.00 1.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 1.00 1.00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规范 1.00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健全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计测绘土地面积 ≥900 亩 1097 亩 20.00 20.00

质量指标
测绘成果验收合格

率
100% 100% 10.00 10.00

时效指标 项目开展时限 1年 1 年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促进项目落地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15.00 15.00

经济效益 推动经济发展 有效推进 有效推进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部职工满意度 ≥90% 100% 1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