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名称（公章）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项目单位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主管部门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项目名称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经费

自评日期

（ 2017年度）

2018年4月20日

云南省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部门发展规划：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编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改
革，创新管理，履职尽责，严控总量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稳步
有序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重点领域改革，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努
力把省委编办自身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部门绩效目标一：创新机构编制管理，严控机构编制总量，完成省级减编控编任务

2.部门绩效目标二：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党群政法机构改革和重点领域体制改革

3.部门绩效目标三：稳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做好全省党政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

（四）部门收支情况

1.部门预算批复收支情况：2017年省财政厅批复我办部门收入预算1571.35万元，部门支出预算
1571.35万元。

2.部门预算执行情况：2017年我办实际完成部门预算收入1787.24万元，实际完成部门预算支出
1775.10万元。

部门性质  行政单位 单位地址  昆明市国防路2号单位邮编  650031

（一）部门职能（职责）简介

（二）事业发展规划

（三）部门绩效目标

1.行业发展规划：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编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改
革，创新管理，履职尽责，严控总量创新机构编制管理，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稳步
有序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重点领域改革，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实
现机构编制工作“十三五”良好开局。

1.职能一：体制和机构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草案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统一管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

2.职能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
作，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加大精简行政审批项目，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理
顺政府部门间的职责关系。

3.职能三：承担全省机构编制管理日常工作。

一、部门概况

部门名称    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部门负责人    刘绍平

部门财务负责人  刘通 联系电话  63997550电子邮箱  124365341@qq.com



80 80

5.财务管理  项目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财务管理办法》和省级差旅费
、会议费、培训费等有关规定执行，按照审批程序逐级进行审批，经费使用进行跟踪问
效，从严控制，加强资金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提高财务水平。

（三）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由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审改处、一处、二处、三处具体负责实施

2.保障措施    该项目纳入单位统一的管理，独立核算，按照节约行政成本开支的原则，严格控
制项目资金的各项开支标准，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使用
规范。
3.资金安排程序  2017年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项目经费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任
务支出，主要为会议、培训和调研差旅等费用支出，在实施过程中明确责任主体，加快推进预算
执行进度，严格按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4.资金安排标准或依据    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规定的改革内容安排资金，按照《中共云南省
委机构编制办公室财务管理办法》和省级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标准测算。

5.财务管理  项目严格按照《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财务管理办法》（云编办[2015]13
号）执行，按照审批程序逐级进行审批，经费使用进行跟踪问效，从严控制，加强资金管理，规
范财务行为、提高财务水平。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5 5

省以下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 18 18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2 52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5 5

  下级配套    下级配套

      部门自筹及其他       部门自筹及其他

（二）项目支出明细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1.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  80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8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省级财政

二、项目支出概况
项目分管处室（单位）审改处
                  一处
                  二处
                  三处

项目分管处室（单位）负责人   李志康
                           艾  军
                           魏祥芳
                           丁蓉丽

联系电话    63997550 电子邮箱   124365341@qq.com

（一）项目基本情况



指标
类型

上年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效益

指标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

开展好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同时学习参考外地经

验，制定改革措施，

创新机构编制总量管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开展

好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同时学习参考

外地经验，制定改革措

施，创新机构编制总量管

理

100% 优

产出

指标
按时完成既定指标

省以下法院检察院机构编

制统一管理覆盖面
100% 优

产出

指标

现有行政审批事项、

审批流程和环节、审

批条件和申报材料压

缩四分之一、审批效

率总体提速30%

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审批

流程和环节、审批条件和

申报材料压缩四分之一、

审批效率总体提速31%

100% 优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自评结论：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改革要求，按时保质完成了2017年度工作
任务，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增强机构编制管理提供保障。经费
开支成本性和效率性好，自评结论：优秀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项目绩效促进了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通过加快职能转变

和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部门职能配置，加快形成权

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

府机构职能体系。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按照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简政放

权，提高行政效率，推进依法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达到

“市场组织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进一

步推进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和服务性政府建设，加强行政

审批事项管理，推进执法重心下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深化政务公开，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此项目绩效

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相适应。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为全面推进改革，省委、省政府明确了改革总体工作
部署和要求。项目绩效体现了省委编办职能职责定位
和工作要求，符合《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2017年工作要点》。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已达到

完成的及时性
根据中央和省规定改革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按时按节

点完成改革工作。

验收的有效性
符合中央编办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为下一步深入实

施改革奠定基础

实现省以下法

院检察院机构

编制统一管理

召开年度统计

培训布置工作

并按时按质完

成统计数据上

报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该项目纳入单位统一的管理，独立核算，按照节约行政成

本开支的原则，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各项开支标准，对项

目资金的使用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以确保资金

使用规范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项目有规范的内控机制，省委编办成立了内部控制规范工

作领导小组单位主要领导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综合处。项目支出严格按照《省委编办领

导班子“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实行集体研究和

技术咨询相结合的议事决策机制。经费支出严格按照《省

委编办财务管理办法》和省级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

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完成监督检查

、问题查处、

实名制数据上

报工作

情况说明



四、项目绩效目标管理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措施：成立了改革组织领导机构，制定了措施和
专门预案，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并指定专人负责工作，上级负责对下级
的工作指导和检查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健全。我办根据
任务分工，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了人员及责任、职责。

（四）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1. 管理经验：既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实施改革，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
相关财经纪律，厉行节约，确保把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2.项目绩效目标修正建议：无

3.需改进的问题及措施：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其原因分析：2017年度机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项目无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



评价组
机构职位

签   字

组长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九) 审计对部门或该项目的审计报告或建议

（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绩效自评的目的    省委编办对机构编制业务经费进行了绩效自评，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了解了资金使
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检查了资金管理、使用是否规范有效，分析了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便及时进行
整改，最终达到提高资金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自评组织过程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2017年度预算绩效自评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财预〔2018〕64
号）要求，省委编办高度重视此次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及时成立了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组，对2016年机构编制业务
开展自查、自评，任务明确、责任落实、督查到位。自评期间，参考借鉴以往自评的经验做法，做到材料准备翔
实、分析评价完整，高质量地完成了项目评价工作。

（三）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组织体系建设相关文件

（四）部门绩效考评办法

（五）部门推进绩效管理的其他相关文件

（六）反映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的有关材料

（七）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于部门或该项目的相关要求

（八）人大对部门或该项目的相关要求或意见

蔡  迪 副主任科员 省委编办一处

六、相关附件
（一）项目管理相关文件

（二）项目资金安排相关文件

杨  里 主任科员 省委编办二处

单靓懿 主任科员 省委编办综合处

罗  杰 副调研员 省委编办审改处

李  东 副调研员 省委编办三处

刘  通 处长 省委编办综合处

蒋  辉 正处级督察员兼副处长 省委编办综合处

五、项目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姓    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处室

尚  敏 副主任 省委编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