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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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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人：刘淑贞

联系电话：3153235

填报日期：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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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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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本所事业编制 33 人，在职人员 22

人，退休人员 12 人，聘用人员 65 合计 99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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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合计 94 人。2019 年度减少编内人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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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检验完成率达到 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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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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完成特种设备检测检验征收计划和省电梯监督抽查以

及湛江本区域电梯监督抽查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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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检验检测业务数据为：完成压力管道定

期检验 175.5 千米，监督检验 34.8 千米；完成其它特种设

备法定检验(含监检）20697 台（次），同比增加 17.8%，发

出检验意见通知书 652 份，各类设备定期检验完成率平均为

99.67%；完成安全阀校验 12658 个；积极配合省院完成了东

兴石化公司第五次全厂停工大修承压设备的定期检验，配合

省院做好中科炼化公司设备安装监检前期准备和服务工作；

注重抓好法定检验免征、为企业减负工作，继续开展特种设

备委托检验、评估，常压罐检验等委托技术服务。全年法定

检验为企业免征 3721.88 万元（同比增加 12.53%），上缴财

政 517.21 万元（同比减少 20.4%，减少主要原因是从 3 月开

始外省企业也实行免征）；服务收入 1174.63 万元（同比增

加 22.42%）;总产值（含免征）5413.73 万元（同比增加

10.11%）。同时，做好政府部门的技术支撑工作。全年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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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627 人次（未含电梯抽查）协助监察机构等政府部门开展

业务告知受理、业务培训、安全或专项检查、证后监督抽查、

投诉处理、质量月宣传等。

根据我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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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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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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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月共计派出 120 人次参加了检验人员、无

损检测人员、行政财务人员等行业相关取证、换证和学习培

训。另外，组织本院人员 262 人次认真参加省院组织的内部

培训，本院内部交流 4 次。

财政资金支出按要求稳步推进，严格按照预算和财政资

金支出进度要求狠抓落实，每月均按时完成执行指标。按上

级工作部署，顺利完成了绩效工资核定及核增、绩效考核资

金及的发放工作，按要求将离退休人员慰问金发放到位。

我院负责筹建的“广东省质量监督港口起重机械检验站

（湛江）” 基本完成，2019 年 7 月 18 日通过了验收，已取

得授权的产品 15 个，项目（参数）240 项，现正等待省局审

批授权。

省院建设本院承办拟在东海岛筹建特种设备检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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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在省局、市局的大力支持下，经与开发区管委会及

相关部门多次协商和不懈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检验基地

主要是为东海岛区域的大项目（如：宝钢、中科炼化、巴斯

夫等项目）特种设备提供高效优质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目

前开发区管委会已通过了我们的用地申请，正在进入落实用

地手续阶段，为项目立项做准备。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我院 2019 年度财政下达资金数为 1808.23 万元（包括

年初预算数 1669.14 万元、年中追加数 135.09 万元、上年

结转 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7.3 万元，用于根据国家规

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等安排的人员（含离退休人员）

经费支出；项目支出 1350.93 万元，主要包括技术检测成本

项目支出 535.33 万元，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工作经费项目支

出 83 万元，电梯监督抽查工作经费 108.6 万元,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成本性项目 624 万元，用于我院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业务的保运转性支出，主要包括检验检测工作的日常运转性

的人工成本和检验成本支出。

2.2019 年度部门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

和差旅费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基本符合预算

法和其他财经法规的规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本符合会

计法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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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院自评等级为良好，自评分数 96.9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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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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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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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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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资金管理

我院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方面，我院每月份均达到序时进度。我

院无结余结转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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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4%.得分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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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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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产管理

我院在资产管理方面。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

（4）人员管理

我院在人员管理方面。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为 65%。

（5）制度管理

我院制度管理健全。我院能制订并严格执行了相应的预算资

金、财务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等，用以反映部门的管理制度对其

完成主要职责和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3.预算使用效益分析（指标总分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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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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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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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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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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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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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开具

526 份检验通知书和 11 份联络单份，上报重大问题共 21 项，

填写检验案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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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31日，完成定期检验16738

台次，完成安装与改造维修监检2668台次，安全阀校验11600

只；锅炉介质检验 498 个；出具各类检验报告 32579 份。

（三）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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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