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情况说明 

 

根据《中共济南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济发〔2019〕9 号）和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要求，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纳入 2019 

年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单位及自行开展部门整

体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和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按照“谁

花钱、谁报告、谁公开”的原则，将本部门 2019 年度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结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和部门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结果随部门决算向社会公开。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开展情况和自评结果。 

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及所属单位 2019 年度项

目支出绩效自评全面开展，涵盖项目 2 个，涉及预算资金

48.85万元，占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 

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 2019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

的 2 个项目中，有 2 个项目自评等级为优，0 个项目自评等

级为良，0 个项目自评等级为中。从自评情况看，项目支出

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大部分项目有序开展，执

行和完成情况较好，在推进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时，结合自评



工作实际，项目实施过程中规范化、严格化，确保绩效评价

结果公正、客观、精准、真实反映绩效，如实反映问题，切

实提高自评质量。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开展情况和自评结果。 

本部门未纳入 2019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试点，

未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3.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开展情况和评价结果。 

本部门无部门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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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度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市委员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额度 自评得分 自评等级 

1 工作经费 
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

市委员会 
19 100 优 

2 基层组织活动经费 
中国农工民主党济南

市委员会 

29.85 99.73 优 

3      

4      

5      

… ……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9 19 19 10 1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 19 19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会议召开场次（次） >=3次 3次 8.34 8.34

培训人次 >=200人次 200人次 8.33 8.33

民主党派调研形成报告数 >5篇 5篇 8.33 8.33

质量指标(10) 履职保障度（%） 满意 100% 10 10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性（%） 及时 100% 5 5

会议召开及时性 及时 100% 5 5

成本指标(5) 成本节约率（%） 满意 100% 5 5

经济效益指标 产业经济贡献度（%） >=100 100 8.34 8.34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满意 100% 8.33 8.33

生态效益指标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满意 100% 8.33 8.33

正式党员人数增长率（%） =5% 5% 1.68 1.68

政策制度制定及时性 及时 100% 1.66 1.66

政策建议提供及时性 及时 100% 1.66 1.66

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100% 10 10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工作经费

农工党济南市委 农工党济南市委

得分

10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19年农工党济南市委一是积极对接农工党中央、农工党省委、中共济南市委、市政府，助力我市成功
申办第六届中医科学大会，大会在我市成功召开提升了济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趟出了中医药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践行路径。二是“谏”真言，在发挥参政党作用中显成效。重大议政建议得
到刘家义书记的签批、王忠林书记的批示。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全会上大会发言得到王忠林书记的批示
。7篇议政建言专报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撰写的10余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全年共上报社情民意信息近500件，全国政协采用3件，省政协采用32件，省领导批
示2件；市政协采用153件，市领导批示8件，居全省农工党各地市之首。三是创新宣传方式、讲好农工

故事，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及时推送党务信息，展现党员风采。全年推送信息230余条。其中，《中国统
一战线》3篇、中央统战部网站7篇、统战新语1篇；《山东统一战线》3篇、山东统一战线公众号3篇；

泉城统战公众号17篇、泉城农工公众号180篇；阅读点击量35.68万人次；四是先后举办宣传工作培训班

、基层组织负责人暨骨干党员培训班、参政议政骨干暨新党员培训班、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等活
动4期386人次。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专题座谈会、积极组织实地调研，民主党派成员的履职能力得到

较大提升，所提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19年农工党济南市委一是积极对接农工党中央、农工党省委、中共济南市委
、市政府，助力我市成功申办第六届中医科学大会，大会在我市成功召开提升

了济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趟出了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践行路径。二是“谏”真言，在发挥参政党作用中显成效。重大议政建议得到
刘家义书记的签批、王忠林书记的批示。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全会上大会发言

得到王忠林书记的批示。7篇议政建言专报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
撰写的10余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全年共上

报社情民意信息近500件，全国政协采用3件，省政协采用32件，省领导批示2
件；市政协采用153件，市领导批示8件，居全省农工党各地市之首。三是创新
宣传方式、讲好农工故事，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及时推送党务信息，展现党员风

采。全年推送信息230余条。其中，《中国统一战线》3篇、中央统战部网站7
篇、统战新语1篇；《山东统一战线》3篇、山东统一战线公众号3篇；泉城统

战公众号17篇、泉城农工公众号180篇；阅读点击量35.68万人次；四是先后举

办宣传工作培训班、基层组织负责人暨骨干党员培训班、参政议政骨干暨新党

员培训班、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等活动4期386人次。通过举办培训班、

召开专题座谈会、积极组织实地调研，民主党派成员的履职能力得到较大提

升，所提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总分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50)

效益指标(30)

数量指标(25)

时效指标(10)

可持续影响指标(5)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29.85 29.85 29.03 10 97.2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85 29.85 29.03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培训人次 >=100 100 12.5 12.5

调研完成及时性 及时 100% 12.5 12.5

质量指标(10) 履职保障度（%）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10) 工作效率提升度 满意 100% 10 10

成本指标(5) 成本节约率（%） 节约 100% 5 5

经济效益指标 产业经济贡献度（%） 满意 100% 8.34 8.34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满意 100% 8.33 8.33

生态效益指标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满意 100% 8.33 8.33

正式党员人数增长率（%） <=5 5 2.5 2.5

制度制定及时性 及时 100% 2.5 2.5

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100% 10 10

100 99.7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年度)

基层组织活动经费

农工党济南市委 农工党济南市委

得分

9.73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2019年农工党各基层组织在发挥参政党作用中显成效：一是参政议政成果丰硕，《关于加快建设中医药

强省的建议》得到刘家义书记的签批，《关于做好第六届中医科学大会筹备工作的建议》得到王忠林书

记的批示。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全会上大会发言--《把中医药打造成国际医疗康养名城的靓丽名片》得

到王忠林书记的批示。《学习浙江义乌改革经验，建立我市“改革体验官”制度》等7篇议政建言专

报，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批。撰写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打造“扁鹊故里、中医圣地”金

字招牌》等10余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全年共上报社情民意信息近

500件，全国政协采用3件，省政协采用32件，省领导批示2件；市政协采用153件，市领导批示8件，居

全省农工党各地市之首。二是讲好农工故事，展现基层组织党员风采。全年推送信息230余条。其中，

《中国统一战线》3篇、中央统战部网站7篇、统战新语1篇；《山东统一战线》3篇、山东统一战线公众

号3篇；泉城统战公众号17篇、泉城农工公众号180篇；阅读点击量35.68万人次；三是组织基层骨干党

员参加宣传工作培训班、基层组织负责人暨骨干党员培训班、参政议政骨干暨新党员培训班、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培训班4期386人次。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专题座谈会、积极组织实地调研，民主党派基层

组织成员的履职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所提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2019年农工党各基层组织在发挥参政党作用中显成效，一是谏真言，《关于加快建设

中医药强省的建议》得到刘家义书记的签批，《关于做好第六届中医科学大会筹备工

作的建议》得到王忠林书记的批示。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全会上大会发言--《把中医

药打造成国际医疗康养名城的靓丽名片》得到王忠林书记的批示。《学习浙江义乌改

革经验，建立我市“改革体验官”制度》等7篇议政建言专报，得到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签批。撰写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打造“扁鹊故里、中医圣地”金字招牌

》等10余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全年共上报社情民

意信息近500件，全国政协采用3件，省政协采用32件，省领导批示2件；市政协采用

153件，市领导批示8件，居全省农工党各地市之首。二是讲好农工故事，展现基层党

员风采。全年推送信息230余条。其中，《中国统一战线》3篇、中央统战部网站7篇

、统战新语1篇；《山东统一战线》3篇、山东统一战线公众号3篇；泉城统战公众号

17篇、泉城农工公众号180篇；阅读点击量35.68万人次；三是基层党员参加宣传工作

培训班、基层组织负责人暨骨干党员培训班、参政议政骨干暨新党员培训班、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等活动4期386人次。通过参加培训班及专题座谈会、积极组织实

地调研，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成员的履职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所提建议为党委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参考，为济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总分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总体目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50)

效益指标(30)

数量指标(25)

可持续影响指标(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