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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 

部门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社会化服务工作事关“放管服”改革的顺利推进，关心退休人

员、特困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切实做好

困难人员的帮扶工作，根据《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厅 青岛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

（青办发〔2003〕14 号），2019 年春节前夕，分别对 500 名企业退

休困难人员、404户特困失业人员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工作，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确保他们渡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对

实现老有所依、困有所助，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19年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预算批复 50万元，用于元旦、春

节期间在市内三区开展特困失业人员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困难群体走

访慰问活动，为相关人员送温暖。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2019 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的目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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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支付的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进行总体评价。以便改进和完善前期预算管理，为更加合理有效

的编制安排以后年度预算提供指引。 

2.绩效评价对象 

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 

3.绩效评价范围 

（1）评价时间范围：2019年度。 

（2）评价内容范围： 

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实际执行情况。 

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了调查取

证。 

对该专项资金所涉及的具体服务单位和街道的满意度进行了调

查并征集了意见和建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我所在绩效评价过程中，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方法科学。按照工作方案，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指

导下，采用全面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

助资金项目进行科学性、经济性和有效性的调查和评价。 

（2）主体独立。为保证绩效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必须坚持评价

主体的独立性。项目组人员不受任何人或机构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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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程公开。严格遵循评价标准和程序，确保操作过程公开

透明，及时建立评价档案。若被评价单位对评价结果存在重大分歧，

应与评价小组进行沟通确定最后结果。 

（4）信息可得。在对被调查对象充分信任的基础上，通过正规

渠道取得相关信息，确保信息可靠、可得。 

（5）结果可用。绩效评价重点是对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进行评

价，通过科学建立各项评价指标，评价结果应能反映本次调查和评

价的目的。 

2.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 

此次绩效评价重点围绕以下问题进行：（1）专项资金立项依据

的充分性、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

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2）专项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3）专项资金及

项目的完成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是否达标；（4）专项资金实施

以来效果如何。 

评价小组依据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

框架》，结合该资金及项目特点，对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资金项

目实施单位提报的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评价表，结合实地座谈、抽查

项目档案、问卷调查等情况,按照《项目支出指标体系》进行评议与

打分。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运用文献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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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 

4.评价标准 

法律、法规依据： 

（1）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管理办法》（财预〔2011〕

285号）。 

（2）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

416号）。 

（3）财政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规划（2012-2015）》（财预

〔2012〕396号）。 

（4）财政部《预算绩效管理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

53号）。 

（5）青岛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加强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

评价管理的意见》（青财预评〔2019〕3号）。 

（6）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试行）》（青人社发〔2019〕8号）。 

（7）青岛市委 市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全面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青发〔2019〕6号）。 

（8）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绩〔2020〕5号）。 

（9）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市级项目支出部门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青财绩〔2020〕9号）。 

（10）《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厅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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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青办发〔2003〕

14号）。 

（11）《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就业援助工作总结与特困人员摸底

调查有关问题的通知》。 

（12）《中共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会议纪要》

（〔2019〕第 2次）。 

项目基础数据及资料依据： 

（1）关于 2019 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绩效评价情况的报

告及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评价表。 

（2）反映项目经费收支的报表、明细账、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 

（3）评价人员收集的现场及非现场资料。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项目的实施评价工作期间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2020 年 9 月

10日。 

1.根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项目的需

求，确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评价小组负责人、组员，制定工

作日程等。收集国家、省、市专项资金的相关管理制度、该资金项

目清单及预决算数据、主管部门绩效自评报告等资料。 

了解被评价资金的设立背景、使用方向、绩效目标、项目选取

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评估验收办法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2.通过对项目主管部门的访谈，确定绩效评价方案、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并征求业务处室及项目主管部门意见。制定现场核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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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现场核查访谈内容清单、满意度调查内容等。 

3.评价小组按照现场核查计划，开展基础调研工作。主要包括

对专项资金预算和财政实际拨付情况及结余资金拨回情况进行核

查；核实财务专项资金拨入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4.对专项资金涉及的具体服务单位的满意度采取现场调研，听

取汇报的方式调查取证，并征集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5.汇总调研情况，依据统计资料，计算各指标得分，形成评价

报告初稿，将绩效评价报告初稿提交项目主管部门征求意见，修改

完善后，形成报告终稿。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该专项资金 2019 年分别通过两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分别为:

特困失业人员走访项目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困难群体走访项目。 

两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2.90分，评价等级为“优”。评

分情况详见附件 1《项目支出指标体系》。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依据《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厅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关

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青办发

〔2003〕14号）延续拨付 2019年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 

2.该专项资金符合国家立法规定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各项政策，

社保系统责任明确，绩效目标合理、明确。 

3.2019年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年初预算批复 50万元，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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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失业人员春节走访慰问资金 25万元，企业离退休人员困难群体

春节走访慰问资金 25万元。 

（二）项目过程情况 

2019 年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 2019 年 1 月份实际拨付到位 5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于 2019年春节前夕，发放特困失业人员和

企业离退休人员困难群体春节走访慰问金。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指标 

（1）实际完成率：慰问金是否发放完毕。 

该专项资金已按时足额发放到困难家庭。 

（2）数量变动率：慰问金人数情况。 

2019 年春节，对 500 名企业退休困难人员、404 户特困失业人

员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工作，同比 2018年春节走访 500名企业退休

困难人员、408户特困失业人员家庭，数量变动率为-0.4%。 

2.产出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经审核，慰问金质量达标率 100%。 

3.产出时效指标 

该专项资金于 2019 年 1 月份拨付到位，并在 2019 年春节前夕

发放到位。 

4.成本节约率指标 

2019 年计划成本预算 50 万元，实际拨付 50 万元，专项资金全

年支出使用 50万元，成本节约率 0%，与年初指标设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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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效益情况 

1.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指标 

市内三区退休人员及特困失业人员实行社会化服务后，为确保

困难人员（孤寡、重病人员）能够渡过一个安定、祥和的传统节日，

自 2008年开始，市财政每年均拨付一定数额的资金，通过走访慰问

的形式，分配至市内三区退管机构，再由所属街道保障中心发送至

困难人员手中，以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该专项资金的实际投入让帮扶对象节日期间生活有所改善。 

2.政策、项目发展机制可持续性指标 

2019 年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发放政策和路径设计，符合实际

需要，没有背离该项资金设立的初衷。项目政策能够使项目后续运

行及成效发挥得到可持续发展。 

3.满意度指标 

经过对市内三区所属街道保障中心 20%（10 个）的街道办事处

进行调查问卷抽查，整体满意度为 95%。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特困失业人员走访慰问金： 

为做好 2019 年春节走访慰问工作，市就业服务中心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统一布置在全市组织对特困失业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工

作。将特困失业人员中的大龄失业人员、单亲抚养未成年子女、享

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零就业”家庭等失业人员家庭，以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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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家庭人员中患有大病或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家庭

作为走访慰问对象。各区市组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本着救急、救困、救难的原则，确定送温暖走访对象，形成最终的

走访清单（注明困难理由）上报市就业服务中心。 

2019年“两节”送温暖特困失业人员家庭走访慰问专项资金 25

万元，于 2019年 1月一次性拨付给三个区，完成指标 100%。其中，

2019年春节走访慰问资金具体名额是市南区 86人，市北区 224人，

李沧区 94人，其中 400户按照每户 600元标准走访，3户按照 2400

元标准走访，1户按照 2800元标准走访。合计发放 25万元。 

企业离退休人员走访慰问金： 

2019 年春节前，市内三区各街道保障中心依据本辖区社会化服

务的困难退休人员名单，筛选出孤寡、重病人员，提报汇总至退管

机构，退管机构核查汇总后上报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社会保险

事业中心依据相关流程，经中心党委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

审议同意后，根据名单将资金拨付至各退管机构，再由各退管机构

下拨各街道保障中心，由街道保障中心发送到困难个人手中，确保

春节前发放到位。 

2019 年企业离退休人员走访慰问专项资金 25 万，于 2019 年 1

月一次性拨付给三个区，完成指标 100%。其中，2019年春节走访慰

问资金具体名额是市南区 108 人，市北区 286 人，李沧区 106 人，

按照每人 500元标准，合计发放 25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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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该专项资金中，特困失业人员走访项目为历史沿革项

目，以历年惯例为依据，缺少具体的业务政策。 

六、有关建议 

完善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的各项政策规定，根据社会效益增

加预算编制的社会效益相符性，继续保留该专项资金项目并争取加

大资金预算、提高慰问金标准。 

规范合理的设置各项目绩效目标，确保年度预算资金及时准确

到位，提高预算执行率。强化绩效目标运行监控，完善绩效目标评

估、设立方式，用实、用足、用准专项资金。 

七、自评报告事项说明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时完成 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

救助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青岛政务网

公示。自评报告对 2019年度其他社会保障救助资金的绩效目标设置

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以及其他需要说明问题进行了绩

效评价。对于专项资金后期规范合理地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避免资金预算调整，保证预算执行率，起到较好的指

导作用。 

通过公示绩效评价报告，可以更好地展示专项资金的实际拨付

使用流程，让大众更加直观地了解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对于宣传

和推动政策实施起到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