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党史报刊业务经费项目

预算单位

上海党史报刊社

具体实施处（科室）

上海党史报刊社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当年预算数（元）

5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预算执行数（元）

500,000.00

预算执行率（%）

是
500,000.00
100%

党史报刊社通过实施本项目，聚焦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上海解放 70 周年，全
力以赴做好《党史信息报》、《党史与党建》的编辑出版工作，及时跟进宣传
项目年度总目标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党的建设和市委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相关基层党建研
究和探索提供新鲜经验。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推动党史成果的转化，
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党史、革命史的宣传教育。

自评时间

2020 年 3 月 25 日

绩效等级

良
2019 年党史报刊社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圆满完成了本年度的各项任务。其中，
《党史信息报》每期实际发行 38000 份，《党史与党建》每期实际发行 9000 份，

主要绩效

均已超过预期指标，实际完成率为 100%；在形式上，增加了新时期、新时代的
文章，在社会上形成积极正面的影响，获得读者和相关监管单位的认可和好评，
并且扩大受众群体。
1、本项目的 “党史报刊”年印刷费用已经达到了《政府采购法》中公开招标
的要求，但未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招标采购；印刷厂家未按照相关政府采购要求

主要问题

通过集中采购方式遴选。
2、缺少印刷质量检测验收报告。单位仅在文字、政治、排版等方面进行了严格
的质量把控，未对报纸的纸质、印刷质量等进行检查验收。
1、严格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发布《上海市 2019-2020 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
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沪财采〔2018〕25 号）的要求，委托集中采

改进措施

购机构组织采购。
2、设计专门的印刷质量检测程序，并妥善填制印刷质量验收报告，印刷品出厂
后，由专人组织验收并签章。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本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
政法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
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投入与管

资金使用的

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理
（36 分）

合规性

和规定，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规范和安全。

完全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
6

6

符合项目预算批复、合同规
定的用途；资金使用执行预
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无
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本项目已于报送预算时设置
和报送了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预算总额 50 万元，分别
用于：《党史信息报》、《上
海党史与党建》的印刷费和
稿费；2 个子项目的预算分别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绩效目标合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理性

符合客观实际，绩效目

8

7

为：25 万、25 万，绩效目标
与预算相匹配；经细化分解
的绩效指标较明确、指标值

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较清晰；根据《财政项目支
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
目预算编制基本细化量化，
但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党史研究
室“推动党史成果的转化，
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

项目设立的
规范性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党史、革命史的宣传教育”
5

5

的部门职责，符合部门年度
工作计划，项目申请立项，

项的规范情况。

符合有关程序，且提交的文
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项
目的设立程序规范。
2019 年度，本项目财政预算
50.00 万元，实际使用 50.00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
进度

8

8

万元，根据计算，预算执行
率=实际支出数/预算数×
100%，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算执行率为 100%。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

本单位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

健全、完善、有效，用

理制度、项目的收支审批制
度、预算管理制度，具有健

财务（资产） 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

全的财务监控机制；项目资

管理制度的

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

健全性和执

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行的有效性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

会计制度的规定，合理保证

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

项目资金安全、项目会计信

控制情况。

息的真实、完整。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

本单位已制定：《出版管理

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

完善和有效，项目实施

定》、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项目管理制
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
效性

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

5

4

5

2

金使用及管理符合相关财务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等

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制度，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

管理制度；拥有规整的审核

必需的措施。

流程，确保了“党史报刊”

内容和版面的规范，有效推
进了项目的实施；具有相应
的印刷合同、验收报告等，
但印刷质量的检测措施或控
制手段有待完善。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2019 年《党史信息报》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

实际发行 38000 份，超过了

数量与计划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
（产出数量）

预期计划的 36000 份，党史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

12

12

的实现程度。（对照项

信息报发行的实际完成率达
100%；《上海党史与党建》
实际发行 9000 份，超过了预

目具体绩效目标和指

期计划的 8000 份，党史与党

标）

建发行的实际完成率 100%；
本项目实际完成率为 100%。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
要求，本项目计划在 2019

产出目标
（34 分）

完成及时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限与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完成，

项目计划完成时限的

实际上本单位已在 2019 年

比例，用以反映项目完

（产出时效） 成的及时程度。（对照

10

10

12 月前完成了此项目的各项
工作；且按时完成《党史信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和

息报》每周一期的发行任务，

指标）

按时完成《上海党史与党建》
每月一期的发行任务；各项
工作完成及时率为 100%
本单位建立了审稿、排版校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

对等质量监控体系，严格把

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

质量达标率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产出质量） 核项目产出的质量状

控文字关、版面关，确保了
12

9

“党史报刊”的整体质量；
全年未发生质量问题。但对

况（对照项目具体绩效

于印刷质量的验收，有待进

目标和指标）

一步完善、提升。
《上海党史与党建》内容详
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
强、信息量大，被读者公认
誉为具有业内影响力的杂志

效果目标
（15 分）

之一，并获中国优秀期刊奖，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

效果达标率

项目设立时要解决的
问题和要达到的效果

15

13

现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
录期刊。《党史信息报》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教材，
离退休老同志的良师益友，
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园地，
在全市报纸编校质量检查中
保持优秀水平。在形式的生

动、版面的新颖方面有进一
步提升的空间，从而将拥有
更多的订阅者。
本单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史研究人员、全市青

满意度

少年、读者等对党史报

5

4

刊的满意度。

结合主题教育加强党史报刊
阅读研习，在《党史信息报》
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收到

影响力目

广大青少年、群众读者等的

标

较好反响。

（15 分）

本单位已在版面编校、审稿、
长效管理机
制健全性

核稿等方面建立了有效的管

建立健全能长期保证
管理制度正常运行并

10

7

发挥预期功能。

理制度并能长期正常运行；
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措施有
待提高，从而进一步完善长
效管理机制。

合计

100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