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 内容 编制预算时提出的2017年任务及措施 绩效指标实际执行情况
执行情况与年初

预算的对比
相关情况说明

机构编制管
理工作

任务：完成全省控编减编任务，消化超编人员。
措施：承担“12310”举报电话受理工作，查处机构编制违法
违纪行为组织实施中央编办布置的机构编制违纪违规案件查处
任务，开展省级机构编制违纪违规案件查处；对政府机关机构
编制工作进行抽查评估；定期和不定期调查机构编制整体情况
和变动情况，形成统计数据，反映机构编制的总体状况；做好
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管理工作和网上名称清理核查工作。开展
机构编制系统干部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严控机构编制总量，圆满完成本届政府只减不增任
务，持续推进创新挖潜，妥善处理“管住”与“盘活
”的关系，创新挖潜和优化配置各类编制资源。加快
推进信息化建设，围绕构建“互联网+机构编制”新模
式，强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打造“
云上编办”新平台，加快机构编制纵向横向信息资源
共享。持续巩固控编减编成果，强化监督检查，机构
编制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不断增强，会同省委组织部
等7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对省级134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16个州市、16个县市区、16个乡镇、80个州市部
门超编制超职数情况进行实地督查。建立机构编制督

职能转变和
机构改革工
作

任务：列入试点的6个省直部门、3个州市、16个县市区、滇中
新区、2个开发开放试验区完成试点工作。行政审批事项、审
批流程和环节、审批条件和申报材料压缩三分之一以上、审批
效率总体提速50%。通过编制和公开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简
化重组审批要素，优化再造审批流程，细化量化裁量标准，实
现审批要素、流程和裁量基准标准化；通过修订或制定省政府
部门“三定”规定，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
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
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
制统一管理工作和配套文件的出台，推进公安机构改革，完善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构设置。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创
新机构编制管理，建立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措施：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做好各阶段工作实施方案，按
照相关时限完成各项改革任务；根据工作计划、时间节点、进
行实地考察、调研、统计分析，汇总数据，出台相关文件；对
各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明确责任和工作目标，适时进行督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
一步释放。最大限度放权市场，以革命性措施出台实
施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10条措施的意
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推行“一颗印
章”管审批。进一步清理规范全省行政许可事项，向
社会公开发布了《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
实现全省行政许可目录省级集中管理。建立健全权责
清单动态监管机制。大力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
动，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各类证明材料进行了全面清
理，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对省直部门
645项交叉重叠的职责进行了调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对云南高原湖泊，采取“一湖一策”调整优化
体制机制。推进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厘清安全生产综
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构建了区域全覆盖的安全
生产监管体系。行政执法体制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积
极推进，研究储备了一批改革实施方案。

完成了预期目标，
得分20分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单位）：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职责履
行良好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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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
革工作

任务：基本完成承担行政类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工作，进一步理
顺体制、完善机制、健全制度，不断提高公益服务水平和效率
。做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和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
作，创新监管服务方式，提高事业单位监管服务水平。
措施：按照中央编办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省委编办制
定该项目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项目在年内能顺利
完成，提高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效率，按时按节点完成中央
和省规定的改革工作，按照中央和省总体部署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走向深入。

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促进公益事业健康
有序发展。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基本完成
。全面清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 2017年11月30
日通过中央编办实地评估验收，得到充分肯定。稳慎
推进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优化事业单位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认真做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改革工
作。推行“一站式”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服
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度,全面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做到登记事项办结“零超时
”，即时办结事项比例达到80%以上。圆满完成事业单
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公示率100%。扎实推进并
完成机关、群团及事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发

生态效益 无 无 无
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情况

不涉及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无 无 无
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情况

不涉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20分）

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将我省人员编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确保
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行
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全省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社会公益服务体制机制保障，为全省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社会公益服务体制机制保障。

通过内部挖潜、优化结构、统筹调配等措施，推动编
制向主业倾斜、向重点领域倾斜、向基层一线倾斜，
保障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进一步释放。最大限度放权市场，以革命性措施出
台实施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10条措施
的意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推行“一
颗印章”管审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进安全
监管体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等重点领域体制改革积
极推进，研究储备了一批改革实施方案。承担行政职
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基本完成，通过中央编办实地评
估验收，得到充分肯定。稳慎推进经营类事业单位改

按照规定时限完成
了既定目标。得分
20分。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无 无 无
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情况

不涉及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预算编制科
学（5分）

中期支出规划、年度履职目标编制科学，年度预算与中期规划
和履职目标衔接紧密。项目预算编制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
构优化、细化可执行。滚动预算能做到基础信息完善、数据更
新及时、依据真实完整。项目预算整合按照职能归类合理，目
标明确，项目储备充分、完整。

中期支出规划、年度履职目标按照我办职能规划编
制，年度预算与中期规划和履职目标衔接紧密。项目
预算编制依据充分、数据详实、结构优化、细化可执
行，2017年度预算项目得分78.16分。滚动预算能做到
基础信息完善、数据更新及时、依据真实完整。项目
预算整合按照我办职能归类合理，目标明确，项目储
备充分、完整。

2017年预算编制
科学合理，年度
预算预中期规划
和履职目标衔接
紧密，依据充分
、细化可执行。
得分4分

完成了预期目标，
得分20分

职责履
行良好
(20分)

履职效
益明显
（20
分）

预算配
置科学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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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支出足
额保障（5
分）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办严格审批各项基本支出，对经费使用
效益和财务活动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控。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
控制一般性支出，有力保障我办机构正常运转、行使单位职能
、完成日常工作。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办严格审批各项基本支出，对
经费使用效益和财务活动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控。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有力保
障我办机构正常运转、行使单位职能、完成日常工作
。

基本支出足额保
障与年初预算对
比100%完成目标
任务，得分5分。

确保重点支
出安排（5
分）

我办的年度预算安排履行主要职责或完成重点任务保障有力，
资金分配公平合理、重点突出。

我办的年度预算安排履行主要职责或完成重点任务保
障有力，资金分配按照项目实施计划经主任会议审定
后执行，公平合理、重点突出。

确保重点支出安
排与年初预算对
比100%完成目标
任务，得分5分。

严控“三公
经费”支出
（5分）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细化“三公”经费预算
编制、管理，按照“零增长”的原则编制“三公”经费预算。
全面执行公务卡结算制度，加强对公务支出的监督。按照全省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求，严格控制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支出。不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和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推进厉行
节约工作长效化、常态化和制度化。确保当年“三公”经费只
减不增。

严控“三公”经费开支，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的目标达成。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5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5万元，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20万元，公务接待费23万元。“三公”
经费决算总额22.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1.6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7.81万
元，公务接待费支出2.93元，较上年开支减少了5.26
万元。

严控“三公经费
”支出，实际支
出少于年度预算
数，也少于上年
支出数，得分5分
。

严格预算执
行（5分）

预算执行方面，严格执行省人代会批复的各项支出预算，不擅
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
途使用资金；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严格按照预算批复开支，预算执行进度100%

预算执行与年初
预算数对比100%
完成目标任务，
上半年执行进度
较慢，得分4分。

严控结转结
余（5分）

目标：结转结余控制目标为不超过上年结余结转数。
年末结转结余数12.14万元，较2016年结转结余数
减少1.24万元

已达到严控结转
结余的目标，得
分5分。

项目组织良
好（5分）

部门开展项目有健全的管理机构作为保障并明确实施主体责
任；加强部门内部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并在项目实施后及时
开展绩效评价；重视配合外部监督检查工作，如配合审计部门
开展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工作，并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
开展整改工作。

我办开展项目有健全的管理机构作为保障并明确实施
主体责任，三个一级项目均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加强
部门内部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结合部门组织的考核
、考评，将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的核查作为考评工作
的重点内容，并在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开展项目的绩
效自评工作；积极配合省审计厅对我办2017年经费开

项目均具有健全
的组织机构，项
目实施主体责任
明确，得分5分。

“三公经费
”节支增效
（5分）

按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确保本年度部门“三公经
费”决算数少于上年决算数。

为规范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我办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云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
待管理实施办法》等制度办法，制定了省委编办《公
务接待办法》并严格执行，结合“三公”经费预算，
按季度上报“厉行节约指标统计表”，接受上级及社
会监督，确保“三公”经费节支增效。我办2017年三

“三公经费”节
支增效完成目标
任务，得分5分。

预算配
置科学
（20
分）

预算执
行有效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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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健
全（7分）

制定完善财务管理办法制度，严格执行各项经费管理办法，使
各项开支合理合规。

我办紧扣制度建设重点，围绕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支付管理、监督保障等方面，结合机构独立设置、独
立运转和部门自身建设，狠抓内部管理、不断建立完
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先后制定出台了《财务管理办法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差旅费管理办法》《会议
费和培训费管理办法》等十余项制度，不断建立完整
制度体系，建立用制度管人、管事、管财的长效机
制，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健全完善管理办法和内控制
度，认真贯彻执行，确保保资金使用的安全、合规。

管理制度健全与
年初预算数对比
100%完成目标任
务，得分7分。

信息公开及
时完整（7
分）

按照规定的时限在“云南机构编制网”上完成部门预决算信息
及“三公”经费预决算的公开，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完整。

按时限要求在门户网站“云南机构编制网”公开了预
决算相关信息

信息公开及时完
整与年初预算数
对比100%完成目
标任务，得分7分
。

资产管理使
用规范有效
（6分）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规范固定资产的采购、使用、处置；固定
资产保存完整、配置合理；固定资产账务管理合规、账实相符
、处置规范。

我办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固定资产
管理办法》，资产购置按照省级党政机关资产配置标
准和政府采购规定报省财政厅审批，资产使用率较高
。

资产管理使用规
范有效信息公开
及时完整，得分4
分。

预算管
理规范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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