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律

服务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概述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职责如下：

(一)贯彻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承担建立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等重要控制线以及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并监督实施。组

织编制全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并监督实施。承担报

省、市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审核、报批工作。开展国土空

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

系。

（二）组织实施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和技术标

准。

（三）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全区土地、矿产、水、森林、湿

地等自然资源的责任；贯彻落实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参与全区宏观经济运行、区域协调、城乡统筹的研究并制定涉及

自然资源的调控政策措施；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自然资源规划,

自然资源领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组织制

定全区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开展自然资源经济形势分析,研究提

出全区自然资源供需总量平衡的政策建议。

(四)承担规范全区自然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



(五)承担优化配置全区自然资源的责任。

(六)负责规范全区自然资源权属管理。

(七)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全区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

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法律法规,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落实不动产权属

争议的调处政策,组织开展不动产登记工作；推进不动产登记信

息基础平台建设。

(八)承担全区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

面积不减少。

(九)承担及时准确提供全区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

(十)承担全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

(十一)承担规范全区自然资源市场秩序的责任。

(十二)负责全区矿产资源开发的管理,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区

矿业权设置方案。

(十三)负责全区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十四)负责全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十五)依法组织土地、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的征管。

(十六)推进全区自然资源科技进步,制定并实施全区自然资

源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计划,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推进

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方面的公共服务工作。

(十七)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对外合作

勤查、开采矿产资源政策,组织协调对矿产资源勘查,监督对外合

作勘查开采行为。



(十八)负责全区测绘行业管理工作。

(十九)负责全区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监督管理。

(二十)负责组织编制城市空间规划、分区规划；组织编制控

制性详细规划、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会同有

关部门编制相关专业的专项规划；指导乡镇规划、村庄规划的编

制。

(二十一)负责综合协调与城乡规划相关的各类专项规划；参

与辖区内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产业规划；参与重大建设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和论证。

(二十二)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历史性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规划，并实施规划管

理。

(二十三)负责辖区内各类城镇新区、产业集聚区、开发区、

专业园区的统一规划管理；依法对城乡规划事项进行审查、批准

和报批。

(二十四)负责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组织建设项

目的规划选址，核发选址意见书；依法提出规划条件和设计要点，

审定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二十五)组织施工前和工程竣工验收后的验线和规划核实

工作。

(二十六)负责全区城乡规划信息化建设工作。

(二十七)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林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拟订全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和森林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

发展战略；制定林业工作规划，计划。

(二十八)负责全区林业调查工作；组织开展全区森林资源、

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荒漠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动态监

测和统计评估，并发布相关信息；负责全区林业生态文化建设工

作。

(二十九)组织、协调和监督建成区外造林绿化工作。

(三十)负责全区森林资源（含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防

护林及其它特种用途林）的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建设项目；负责林木、竹材的凭证采伐和运输的管理工作；负责

林地、林权管理，依法承担应由区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的

初审工作，承办依法应由上级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的审核

工作；负责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并监督林地开发利用；指导全区林

地调查、定级、评估工作；负责林业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指导

林业有害生物的测报、防治和检疫工作。

(三十一)负责全区各类公益林、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

林、薪炭林、竹林）、特种用途林和风景林的培育；负责全区林

业统计工作。

(三十二)负责全区林业改革工作，维护农民经营林业合法权

益。

(三十三)负责全区林业产业管理工作。

(三十四)组织、指导全区林业科技推广、宣传、教育工作；

负责全区林业队伍建设。



(三十五)负责组织水资源调查评价和确权登记管理工作：负

责实施水资源资源基础凋查、专项调查和监测。负责水资源调查

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

(三十六)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区

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制定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等。过渡期内，农业部门会同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统一登记工作。

(三十七)承办区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办的其他事

项。

2.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2020 年与律师事

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书》，2020 年律师服务费用为 1 万

元，延续去年业务，但费用确需提高标准。

近年来，我局聘用法律顾问费用每年 1 万元，远远低于其他

地区和同系统其他单位，给诉讼案件应诉工作造成极大被动。根

据《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参照近年来行政案件

收费为每件 5000——20000 元不等的标准，依据近年行政案件数

目，参照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边县市区及我区各单位聘

请法律顾问经费标准。

3.项目资金情况

2021 年法律服务费项目预算安排共 1 万元，2021 年支出 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4.绩效目标

完成 2021 年法律顾问的聘用及相关工作，律师对诉讼案件

进行调查、取证、答辩、应诉等工作，保证案件办理质量和时效。

二、评价工作简述

1.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绩效评价，形成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分析透彻、

逻辑清晰、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结论，为后期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提供重要依据。

（2）通过对项目绩效评价，提升项目实施水平，确保资金

安全与高效使用。

（3）通过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进行评价，发现预算执

行、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资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严格执行规定

的评价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规范为准绳，真实、

客观、公正评价项目绩效；

（3）绩效相关原则：围绕资金支出与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

评价，反映支出和满意度之间的绩效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项目实际情况设计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体系包括投入、过程、效益三个方面。一是项目投入，

主要评价项目的时效情况、项目立项及资金落实情况。二是项目

实施过程，主要评价项目单位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三是项目效益，注重分析项目服务对象满意

度。

（四）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

285 号）文件确定的绩效评价方法，从本项目实际情况出发，采

用以下方法。同时在运用具体评价方法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的技术进行综合评价。

（1）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

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项目效益分析法：通过项目支出与项目效益进行对比

分析，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3）公众评价法：通过问卷调查对项目支出效果进行评价

目标的实现程度。

2.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阶段。根据区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

实施绩效评价的特点，成立绩效评价组，收集相关资料深入研究、

反复研讨，针对项目的特性设计相关表格进行了统计、分析、核

实，作为项目评价信息并设计评价方案。

（2）评价实施阶段。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公

正、科学，评价小组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项目开展、项目执行、



项目管控、财务管理等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及开放式提问，以

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

（3）绩效分析阶段。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收集资料、对照

查证复核、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结合、点上调查与面上分析结合的方法，确保评价工作客观、公

正。进行绩效指标量化评分，得出最后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的开展是依据往年工作情况与相关文件要求，推断

2021 年所需要完成的征收情况、宣传情况和实际情况，并且通

过情况说明或者书面报告的形式，上报项目主管领导，经由领导

班子协商讨论研究，最终决定项目有关内容和所需申请款项。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质量可控，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规范，实行专

款专用，严格执行财务审批程序。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数量情况：1 个法律顾问；产出质量情况：案件结案率

为 100%；产出时效情况：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四）项目效果情况

该项目使诉讼案件下降明显，对法制政府建设起到积极作

用，使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0%及以上。

四、评价结论



1.项目自评得分及自评结果

项目自评得分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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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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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立项前多次组织调查研究，经慎重考虑

后形成结论，确保该项目的科学性、严谨性；二是实施过程周密

细致，项目启动前认真学习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

保证经费使用合法合规、公开透明。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1

项目绩效自评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法律服务费

主管部门及

代码

[402]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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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0.00% 10 10

其中：本年财

政拨款
1.00 1.00 1.00

100.00%

其他资

金

年度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 2021 年法律顾问的聘用及相关工作，律师对诉讼案件进行调查、取证、

答辩、应诉等工作，保证案件办理质量和时效。

完成 2021 年法律顾问的聘用及相关工作，律师对诉讼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答

辩、应诉等工作，保证案件办理质量和时效。

总分值 100 总得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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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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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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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顾问数量 1 个 1个 10.00 10.00

质量指标 案件结案率 =100% =100% 15.00 15.00

时效指标 法律服务持续时限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诉讼案件下降 明显 明显 15.00 15.00

可持续影响 对法制政府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有效 有效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职工满意度 ≥90% ≥90% 1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