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事业发展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C205010102832 项目副码 140017002

项目名称 社016号市红十字会2020年工作补助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0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2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099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081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3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3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玉溪市红十字会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0877-6135469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玉溪市红十字会 填报人员 普月娟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玉溪市玉河路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欧光荣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0877-6135469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31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289256945@qq.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由于2020年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玉溪市红十字会向市政府分管领导工作业务经费补助，曾副市长批示从会议经费安排
补助3万元

上传依据



项目目标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该项目经费不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根据疫情防控捐赠工作需要制作捐赠牌、捐赠证书等382份，共计12900元；档案整理归档费用190盒，共计17100元。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疫情防控捐赠人、市红十字会档案管理基础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根据捐赠实际情况，制作捐赠活动展示牌、捐赠证书、捐赠纪念牌区382份。按合同约定对单位档案进行整理归档。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有捐赠牌、证书的制作单价和数量，档案整理已签合同。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捐赠相关资料由宣传筹资部和备灾救灾中心负责完成，档案整理归档由办公室负责完成。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捐赠相关资料由宣传筹资部和备灾救灾中心负责完成，档案整理归档由办公室负责完成。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多方询价、组织验收等方式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单位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并根据有关制定《玉溪市红十字会财务和内控管理制度》《玉溪
市红十字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等部门管理制度，对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资产、采购、合同管理等方面进
行规范，有效防范风险。资金管理安全，支出合法合规，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单位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并根据有关制定《玉溪市红十字会财务和内控管理制度》《玉溪
市红十字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等部门管理制度，对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资产、采购、合同管理等方面进
行规范，有效防范风险。资金管理安全，支出合法合规，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20
根据疫情防控捐赠工作需要，颁发捐赠活动展示牌
30份，捐赠证书300份、捐赠纪念牌52份。对90盒
单位档案进行整理归档。

根据疫情防控捐赠工作需要，颁发捐赠
活动展示牌30份，捐赠证书300份、捐赠
纪念牌52份。对90盒单位档案进行整理
归档。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作捐赠活动展示牌 = 30 个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制作捐赠证书 = 300 份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制作捐赠纪念牌 = 52 个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档案整理归档 = 190 册 定量指标 合同约定、工作实际 合同约定、工作实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制作捐赠活动展示牌 = 30 个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制作捐赠证书 = 300 份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制作捐赠纪念牌 = 52 个 定量指标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活动情况、询价情况

 　 档案整理归档 = 190 册 定量指标 合同约定、工作实际 合同约定、工作实际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捐赠人满意度 >= 95 % 定量指标 捐赠人座谈会反映 捐赠人座谈会反映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
（元）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30,000.00 30,000.00

制作捐赠活动展示牌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60.00 30.00 1,800.00 1,800.00 询价结果 活动情况、询价结果

制作捐赠证书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15.00 300.00 4,500.00 4,500.00 询价结果 活动情况、询价结果

制作捐赠纪念牌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50.00 132.00 6,600.00 6,600.00 询价结果 活动情况、询价结果

档案整理归档费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90.00 190.00 17,100.00 17,100.00 合同约定 合同约定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由于2020年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玉溪市红十字会向市
政府分管领导工作业务经费补助，曾副市长批示从会
议经费安排补助3万元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简述

根据疫情防控捐赠工作需要制作捐赠牌、捐赠证书等
382份，共计12900元；档案整理归档费用190盒，共计
17100元。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简述

疫情防控捐赠人、市红十字会档案管理基础工作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9.00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根据捐赠实际情况，制作捐赠活动
展示牌、捐赠证书、捐赠纪念牌区382份。按合同约定
对单位档案进行整理归档。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8分）

简述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6.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8.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简述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

(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1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10.00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捐赠相关资料由宣传筹资部和备灾救灾中心负责完
成，档案整理归档由办公室负责完成。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简述

捐赠相关资料由宣传筹资部和备灾救灾中心负责完
成，档案整理归档由办公室负责完成。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简述

多方询价、组织验收等方式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简述

单位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并根据有关制定《玉溪市红十字会财务和内控管理制
度》《玉溪市红十字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
等部门管理制度，对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资产、采
购、合同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有效防范风险。资金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单位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并根据有关制定《玉溪市红十字会财务和内控管理制
度》《玉溪市红十字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
等部门管理制度，对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资产、采
购、合同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有效防范风险。资金本表得分 86.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8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