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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检测研

究院湛江检测院

填报日期：7 月 18 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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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设置及主要职责。

我院是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下属事业单位，取得广东省

事业单位改革服务局制发的“事证第 144000000956 号”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宗旨和业务范围：承担特种设备法定检验、监督检验、鉴定

评审等工作，承担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有关技术性工作，开展特种

设备质量、安全科研工作，开展特种设备使用安全风险评估、高耗能

特种设备节能监督检测、促进特种设备质量安全提升、行业健康发展

等技术性公益工作，开展特种设备行业培训、咨询、委托检验等技术

服务工作。

人员情况：2018 年度本所事业编制 33 人，在职人员 25 人，退

休人员 9 人，聘用人员 60合计 94 人。2017 年度本所事业编制 33人，

在职人员 26 人，退休人员 8 人，聘用人员 55 人,合计 89 人。2018

年度减少编内人员 1 人；增加聘用人员 5 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围绕特种设备安全主线

不放松，扎实认真完成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各项检验工作，从严

把关。2018 年检验完成率达到 95%，重大监控设备检验覆盖率达

到 100%。开展质量安全监管项目工作，包括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等业务工作。机构开展业务所需的保运转项目

工作，包括质监业务宣传、业务培训、设备设施维修维护、物业

管理、车辆租赁、差旅交通费等。根据实际开展的业务量和项目

支出定额测算。2018 年完成特种设备检测检验征收计划和省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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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抽查等工作。根据实际开展的业务量和项目支出定额测算。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12 月，业务大厅受理机电类报检业务 16543 台（次）、承压类

3407 台（未含管道）。主要检验检测业务数据为：完成压力管道定期

检验 58.7 千米，同比增加 48.2%；监督检验 29.2 千米，同比减少

62.6%；完成其它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含监检,不含安全阀及常压罐车）

17568 台（次），同比增加 4.7%。其中：锅炉内、外检 860 台（次）

台次，锅炉安装、维修监检 88台；压力容器定检 1590 台，车载气瓶

安装监检 72台，压力容器产品制造监检 440 台；电梯定检 9956 台（其

中委托 34台），安装监检 1581 台（其中委托 16台）；起重机定检 1302

台（其中委托 135 台），安装监检 227 台（其中委托 87台）；厂车定

检 1080 台，（其中委托 5台），首检 372 台，（其中委托 29台）；安全

阀校验 8252 台；常压罐车罐体检验 285 台；水（介）质监督抽查 714

个样。重特大危险源设备检验完成率达到 100%，各类设备定期检验

完成率平均为 99.65%。另外，今年继续与部分企业签定服务合同，

为企业提供安全阀上门服务、特种设备年度检查及其他委托检验、常

压油罐委托检验，首次对湛江港石化码头公司 21台常压油罐开展声

发射检测技术服务，提升了服务能力和水平；共派出 53 人日协助监

察机构等政府部门开展业务培训、安全检查、证后监督抽查、投诉处

理、廉江石场起重机、吴川叉车整治等;完成电梯监督抽查 1052 台、

安全评估130台。法定检验为企业免征3163.3万元（同比增加21.1%），

上缴财政 649.7 万元（同比减少 4.6%，减少主要原因是中科项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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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推迟进场安装等）；服务收入 959.5 万元（同比增加 32.7%）。

根据省院 2018 年质量工作计划、管理评审和内审工作要求，3

月上中旬，分别开展了本分院内部评审和管理评审，针对内审和管理

评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制定措施并落实整改；按照计划，

定期进行质量风险分析，定期上报风险评估数据和报告，每季度召开

质量分析会议，通报存在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措施加以整改改

进；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活动，定期抽查报告和不定期进行检验现

埸抽查，努力保证和提高检验质量。1-3 季度共抽查报告 226 份，涉

及检验人员 379 人（次），发现问题 18处，现场抽查发现问题数 1 处，

均已整改完毕。

积极组织检验人员进行取证、换证学习培训以及其他业内相

关培训。今年 1-12 月共组织外出取证换证、党务等培训 134 人次，

其中 4 人考取检验师、16人考取检验员、14人考取无损检测Ⅱ级资

格；参加省院技术论坛等内部培训学习 131 人次。

2018 年财政资金支出稳步推进，按时完成财务指标;坚紧围绕质

监系统全面发展这个目标，搞好财务工作，严格财务制度，强化财务

管理，努力提高财务管理保障能力水平，严格按照预算和财政资金支

出进度要求狠抓落实，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目前，省站筹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设备、人员、体系及业绩

等前期准备已基本完成，拟在 2019 年 1 月申请ＣＭＡ认证；科研方

面完成了《大型港口轨道式装卸机械抗风防滑能力快速检测装置》院

级科研项目立项；《轨道式起重机柔性清轨装置研究》、《港口门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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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钢丝绳润滑托辊装置研究》两个地市级科研项目完成了结题验

收和成果评价；《杠杆式（重锤式）安全阀在线校验装置》项目完成

成果评价，评价结果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我院申报的“湛江市水海产品行业相关设备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认定为“2018 年广东省中小企业公共

技术服务示范平台”，2018 年全省仅有 10家平台通过认定。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我院 2018 年度财政下达资金数为 18441100 元（包括年初预算数

15725600 元、年中追加数 386500 元、上年结转 2329000 元），2017

年度实际支出数 18401100 元，2018 年度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为

40000.00 元，支出完成率为 99.78%，结转结余率为 0.22%。

2018 年度财政支出出现结转结余的主要原因为：

1、其中 4 万元为上级 2018 年底年底下达财政指标；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1．预算编制情况分析（指标总分 28分，自评得分 28分）

具体情况如下：

在预算编制合理性方面， 我院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

符合上级部门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我院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

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我院无专项资金预算，也

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题；我院功能分类和

经济分类编制准确，年度中间无大量调剂，项目之间是未频繁调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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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预算分配不固化，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在预算编制规范性方面，符合省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

和要求的；

在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方面，根据部门决算报表财决01-1

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相关数据计算，差异率在 5%以内。

（2）目标设置

我院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

能；能体现部门（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能分解成具

体工作任务；能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我院无单独申请项目

预算。

2.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指标总分 42 分，自评得分 40.11

分）

我院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方面，第一季度未达到序时进度，导致扣分，

其他月份均达到序时进度，预算资金支出率得分 3.27 分，我院结余

结转率≤10%，得分 3 分。我院无部门财政存量资金；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政府采购情况表相关》数据计算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92%.

得分 1.84 分。我院在资金支出规范性方面，能严格执行包括资金管

理、费用支出等制度；会计核算能规范反映；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

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我院无转移支付的部门，因此不考核资金下达合法性。在部门预算公

开方面，我院能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在部门决算

公开方面，我院能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我院所有

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包括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

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等能履行相应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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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使用效益分析（指标总分 30 分，自评得分 27 分）：

在经济性方面，我院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

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费调整预算数。

在效率性方面，我院能按时完成党委、政府、人大和上级部门下达或

交办的重要事项；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目标的均能完成；所有部门预

算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成。共派出 53 人日协助监察机构等政

府部门开展业务培训、安全检查、证后监督抽查、投诉处理、廉江石

场起重机、吴川叉车整治等;

在效果性方面，我院部门管理的行业和领域对的主要指标能否体现部

门当年履职的效果；项目支出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效果。

在公平性方面，设置了便利的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群众意见办理回复

机制；当年度所有群众信访意见均有回复；回复意见均在规定时限内。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主要绩

效）。

1、在本检验区内完成各项法定和质监部门委托的检验

任务，重特大事故危险源、设备检验覆盖率达到 100%。

2、按照“条块结合、区域覆盖”的原则，确保检验覆

盖率达到 95%以上，实际达到 99.74%；

3、发现检验检测不合格，超期未检的设备和严重事故

隐患，能及时告知使用单位，并立即向负责设备登记的质监

部门报告，且按有关规定填报检验案例。我院 2018 年开具

检验通知书和联络单 984 份，上报重大问题共 2591 项，填

写检验案例 36 份。

4、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检验检测工作，公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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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的出具检验检测结果、鉴定结论，并对检验检测结果、

鉴定结论负责。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完成定期检验17884

台次，完成安装与改造维修监检 2589 台次，安全阀校验 8392

只；锅炉介质检验 662 个；出具各类检验报告 29741 份。

（三）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2018 年度我院整体支出符合预算法和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财

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符合会计法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我院仍存

在部门支出流程不够科学等细节问题，须在今后加以纠正和改进。我

们将进一步重视预算编制和支出工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存在问题

我院无其他存在问题。

（五）相关建议

我院无相关建议。

三、其他自评情况

我院无其他自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