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互联网业务运行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具体实施处（科室）：
互联网发展处
服务管理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6,726,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7,12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6,726,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预期总目标：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以公积金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快捷、有效为
目标，确保公积金网上业务平稳、有序、有效地运行，确保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公积金政策的窗口和互动的
平台，确保建立更便捷、服务面更广的多功能服务渠道，积极贯彻落实“放管服”，提升营商环境要求，打
造智慧公积金，不断提高公积金服务质量和水平。 项目阶段性目标：通过公积金网上直联业务的运行及维
护，确保网上直联业务正常运行，解决本市数十万家单位的公积金网上业务操作，缓解柜面服务压力，进一
步推动网上业务，提高公积金办理效率；确保微博的日常运行，保证微博管理平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确保
微信的日常运行，建立一条更便捷、服务面更广的集查询、互动、业务办理为一体的多功能服务渠道，提高
微信的社会影响力。

自评时间： 2019-01-01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项目管理方面，本项目预算执行率较高，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采购及合同管理规范，监督管
理制度健全。 项目绩效方面，各项委托业务基本按照计划完成：截止2019年底，以客户端或网页方式
提供了15项住房公积金业务的网上直联功能和服务，其中个人开户、启封、待销户停缴等人员变更业务总
量为614.60人次万人次，网上年度基数调整单位数占全市完成年度基数调整单位98.5%。“上海
公积金”新媒体制作围绕公积金相关政策、业务流程、通知等，图文信息制作推送内容共计144条，发布
推送内容120条，工作计划完成率和及时率100%。根据12329热线等渠道用户反映系统问题、数
据异常和系统故障等予以及时处理，提供单位直联用户多种渠道的服务支持，如电话咨询、网上咨询及上门
服务。2019年网上新增单位缴存证明开具、缴存网点变更，新增个人退休提取、自愿缴存期满提取、丧
劳提取、自愿缴存信息变更等原先只能柜面办理的业务；优化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优化补缴批量
业务等，进一步扩大了网上业务办理范围和流程优化，为缴存者提供便利。2019年中心核心系统的建设
，为项目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互联网业务进一步发展，同时，项目风险控制与业务办理便捷性兼顾，微
信端新增提取业务增加人脸识别功能，网上用户注册查询功能升级等。开设并完成449个常规班培训期次
，培训单位19062家；完成38个专题培训期次，培训单位1928家；完成88个定点专场班，培训
单位4751家。网上汇补缴签约率为81%，网上汇补缴业务办理量130474笔。 此外，2019
年单位用户新增95978家，上海公积金”服务号累积关注人数已达4979266人，用户数不断增加
。

主要问题：

1、项目采购及时性有待加强。 2019年度，项目下微博业务运行费子项合同签订较晚（6月
份）。具体情况为：本单位2019年更新发布了《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采购管理规定》，流程增设了采
购小组等环节。由于对新采购流程不够熟悉，采购过程较预期延长，导致合同签订较晚。 2、公积金直
联业务系统功能有待进一步优化。 2019年5月，公积金直联业务办理系统因缴存功能存在“
单位业务提交成功后页面提示不完善”问题，导致部分缴存单位连续重复缴存，收到相关投诉。

改进措施：

1、加强项目服务采购的及时性管理。 项目责任处室将一方面加快熟悉和适应单位新的采购流程
；另一方面提前做好项目采购前期的准备工作，加强与采购小组的沟通，及时启动项目采购工作。 2、不
断优化和完善住房公积金直联系统缴存功能。 针对缴存单位反映问题，及时整改。对缴存提示语
句中的关键信息加强显示，增加单位确认缴存月份的信息输入，防止单位连续缴存造成错误。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绩效目标随同年度预算同时报送。
绩效目标设置与项目预算相匹配，绩效
指标科学细化量化。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市住
建委相关政策规定和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资金拨
付按照规定的审批流程进行，资金使用
符合预算批复和合同规定用途。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市公积金中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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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分)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制管理规定，涵盖财务管理、资产管理
、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多方面，供计
20项管理制度。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本项目各子项工作安排与本单位及业务
处室职责密切相关，符合单位中期规划
，项目按照规定流程设立，并经过部门
项目库评审立项。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同时
建立项目考核制度，定期考核，完成验
收。考核结果与付款挂钩。

产出目标
(34分)

单位培训数
网上业务系统培训工作培训
单位数量。

2 1 全年线下培训单位总数25741家。

网上基数调整计划完成
率

网上基数调整是否按照计划
完成。

4 4
网上年度基数调整计划单位数不低于全
市完成年度基数调整单位数的96%，
实际完成98.5%，超出计划数。

培训公众满意度测试次
数

年度培训公众满意度测试次
数。

3 3 2019年培训公众满意度次数1次。

直联业务完成量占比情
况

直联业务线上线下占比是否
达到目标要求。

3 3
至12月末完成人员变更业务占线上线
下业务总量的81.80%，超出年度
计划70%的要求。

培训考核检查次数 年度培训考核检查次数。 3 3 2019年考核检查次数3次

微博/微信日常运行维
护工作计划完成率

微博/微信日常运行维护工
作是否正常进行并完成。

4 4
全年图文信息制作推送内容共计144
条，发布推送内容120条，策划并开
展微信活动5次，完成率100%。

日常人员变更业务计划
完成率

日常人员变更业务计划数量
是否完成，进度是否按照要
求进行。

3 3

人员变更业务总量计划不少于500万
人次。其中计划第一季度末累计完成量
不低于全年的16%，至第二季度末累
计完成量不低于全年的40%，至第三
季度末累计完成量不低于全年的75%
，至第四季度末人员变更业务总量的完
成量累计不少于500万人次。201
9年，一季度实际完成指标24.98
%，二季度完成指标60.71%，三
季度完成指标95.81%，至12月
末人员变更业务总量为6146015
人次，已完成全年指标。

考核验收达标情况 项目考核验收是否合格。 4 3
直联、微博、微信项目验收合格，培训
项目不合格。

网上直联业务故障和问
题处理

网上直联业务故障和问题处
理渠道是否正常，故障处理
是否及时。

3 3

根据12329热线等渠道用户反映系
统问题、数据异常和系统故障等予以及
时处理，提供单位直联用户多种渠道的
服务支持，如电话咨询、网上咨询及上
门服务。

微博/微信日常运行维
护工作完成及时率

微博/微信日常运行维护工
作是否及时。

3 3
人员配合度好，及时响应，响应率10
0%。

采购及时性
项目下各子项委托服务采购
工作是否及时完成。

2 1.5
2019年由于微博项目需要按照新的
采购管理规定，至6月才完成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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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目标
(15分)

提高单位经办人员办理
效率

公积金缴存单位经办人员办
理公积金业务效率是否有所
提高。

1 1
2019年新增单位缴存证明开具、缴
存网点变更业务，优化系统，实现数据
实时更新，优化补缴批量业务等。

用户投诉情况
每月用户对公积金网上直联
业务系统的有责投诉次数。

1 0.5

2019年5月因直联汇缴发生问题，
涉及多家单位进行错缴更正，造成单位
投诉。（因单位也存在未注意页面提示
问题，故扣除0.5分）。

微博/微信推送内容相
关性

微博/微信推送内容是否和
公积金相关。

2 2
推送内容围绕公积金相关政策、业务流
程、相关通知等。

重大故障发生次数
网上直联业务系统运行维护
安全情况，通过重大故障发
生次数来考核。

2 2 无重大事故发生。

线下培训单位网上业务
办理率

线下培训单位网上汇补缴签
约率情况。

2 2 全年网上汇补缴签约率为81%。

增加用户数量 用户数量是否不断增加。 2 2

2019年单位用户新增95978家
，上海公积金”服务号累积关注人数已
达4979266人，净增10773
99人。

公积金政策知晓率
经培训，受训单位对培训的
公积金政策知晓情况。

1 1
经抽样调查，97.52%对公积金政
策知晓。

柜台压力缓解程度
本项目相关工作的开展对柜
台压力是否发挥缓解作用。

3 3

2019年网上新增单位缴存证明开具
、缴存网点变更，新增个人退休提取、
自愿缴存期满提取、丧劳提取、自愿缴
存信息变更等原先只能柜面办理的业务
。。

培训公众满意度
参训企业或职工对公积金网
上系统业务培训的满意度情
况。

1 1

全年，培训工作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
为99.81%，达到不低于90%的
要求。同时，该项目接受第三方服务测
评，测评得分为95.02分，达到不
低于90分的要求。

影响力目标
(15分)

相关管理人员满意度
项目相关管理人员对项目开
展的满意度情况。

8 8
设置问卷调查，相关管理人员满意度9
0.4%。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长效管理机制是否不断健全
。

7 7

2019年核心系统的建设，为项目的
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互联网业务进一
步发展。同时，项目风险控制与业务办
理便捷性兼顾，微信端新增提取业务增
加人脸识别功能，网上用户注册查询功
能升级等。

合计 100 97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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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区县管理部租赁费物业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具体实施处（科室）： 办公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5,424,422.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3,989,941.00

预算执行数（元）： 15,324,877.41 预算执行率（%）： 99.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满足管理部对外服务场地需求，项目实施进度计划，2019年年初，完成需调整搬迁办公用房管理部的选
址工作，并完成签订各区县管理部2019年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前，事
先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租赁办公房的租金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再行签订租赁合同；定期对网点物业服务
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约定的租赁费和物业费。

自评时间： 2020-03-20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1.通过项目的实施，增加业务办理的灵活性，确保各区管理部业务的正常开展 该项目是根据《住房公积
金条例》：“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作，并可以在有条件的县（市）设立分支机构，
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而设立。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设置了16个区管理部（18个住房公积金业务网点
），形成了覆盖全市各区的住房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布局。各区管理部业务用房通过租赁形式来安排，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运作成本，增加了调整的灵活性，确保了各区管理部业务的正常开展。 2.项目管理经验较
为丰富，长效管理机制日益健全 该项目为本单位历年经常性项目，积累了较多的项目管理经验。项目管理
部门根据项目多年实施经验，总结日常管理、迁址管理、合同签订等方面的经验，项目管理日趋成熟。项目
近两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执行率都在95%以上。

主要问题：

项目计划和推进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项目流程梳理需要进一步优化。 2019年，部分网点存在由于续
租价格问题，与出租方、物业提供方在续签合同时沟通时间较长，导致房屋租赁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未能及
时签署,；同时，归口处室与需求网点在项目执行与管理中的职责分工与衔接需要进一步梳理，具体执行制
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改进措施：
一是要加强项目计划前瞻性管理。提前对相关网点房屋租赁合同与物业服务合同进行整理排摸，合同到期前
3个月即开始续签工作。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制度。重新梳理项目流程及各环节中部门职责分工与
衔接，从流程通畅、职责清晰层面为项目推进管理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同时报送，绩效
目标设置与项目预算内容匹配。绩效指
标能做到科学细化量化。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本项目各子项工作安排与本单位及业务
处室职责密切相关，符合单位中期规划
，项目按照规定流程设立，并经过部门
项目库评审立项。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市住
建委相关政策规定和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资金拨
付按照规定的审批流程进行，资金使用
符合预算批复和合同规定用途。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市公积金中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部控
制管理规定，涵盖财务管理、资产管理
、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多方面，共计
20项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3

项目开展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和
单位内部管理制度。项目合同等资料齐
全。但项目管理流程和部门分工还需要
进一步梳理、完善，有利于项目有效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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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租赁完成率 管理部网点房屋租赁合同签
订和合同履行是否全部完成
。

5 5 各区管理部网点租赁合同签订全部完成
，合同全部履行完毕。

物业完成率
管理部网点物业服务合同签
定和合同履行是否全部完成
。

5 5
各区管理部网点租赁合同签订全部完成
，合同全部履行完毕。

租赁费成本控制有效性
房屋租赁成本是否根据评估
价格有效控制

5 5 租赁价格均在评估价格范围内。

物业完成及时性
管理部网点物业服务合同签
约是否及时

5 3 个别网点签约时间较晚。

物业费成本控制有效性
房屋物业服务成本是否≤3
0.00元/月/平米

5 5
物业服务成本有效控制在30元/月/
平方米范围内。

各管理部办公用房达标
率

管理部网点办公用房面积是
否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业
务用房建设标准》。

4 4
各区网点用房面积严格执行《住房公积
金管理业务用房建设标准》。

租赁完成及时性
管理部网点房屋租赁合同签
约是否及时

5 3 个别网点签约时间较晚。

效果目标
(15分)

员工对办公环境满意度
管理部网点员工对办公环境
满意度

6 6 问卷调查结果。

业务受理保障情况
本项目实施，能否为各区管
理部网点业务受理提供场地
保障。

9 9
本项目通过租赁安排的方式，为各区网
点业务受理提供正常的场地保障。

影响力目标
(15分)

各区客户满意度评测对
服务大厅环境满意度

各区客户对服务大厅环境满
意度

8 8
依据2019年满意度测评报告，满意
度≥90.00%。

客户对营业网点场所设
置的便捷性与整洁性问

题投诉

客户对营业网点场所设置的
便捷性与整洁性问题投诉数
量

7 7 未接到相关投诉。

合计 100 95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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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管理信息系统(运维) 预算单位：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具体实施处（科室）： 科技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5,675,939.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6,314,599.00

预算执行数（元）： 5,658,478.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及时完成系统硬件软件维护，确保2019年度公积金管理信息系统无故障运行，完成2019年运维工作
。

自评时间： 2020-03-1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该项目为历年经常性项目，项目管理经验较为丰富。项目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形成较为完善的项目管理机
制。同时，项目通过要求供应商提供月度运行报告和年度验收，能对供应商事中和事后形成良好的监督机制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较好，近几年预算执行率都比较高，资金使用合规。

主要问题： 项目绩效目标有待进一步完善，对应指标可进一步细化和量化。

改进措施：
后续年度，将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编报，细化各项指标，使之更符合运维工作的要求，以加强项目绩效
指标的考核性。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6
本项目绩效目标编报能科学细化量化相
关指标，并与项目预算同时报送。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5

市公积金中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部控
制管理规定，涵盖财务管理、资产管理
、采购管理、合同管理等多方面，共计
20项管理制度。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本项目各子项工作安排与本单位及业务
处室职责密切相关，符合单位中期规划
，项目按照规定流程设立，并经过市经
信委信息化项目评审立项。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市住
建委相关政策规定和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资金拨
付按照规定的审批流程进行，资金使用
符合预算批复和合同规定用途。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本单位已制定4项信息化系统运维相关
管理制度，且项目合同、验收报告等资
料齐全，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和计划有效
推进。

产出目标

培训计划完成率
考察运维服务方是否依据培
训计划，按时完成培训计划

11 11
经查，2019年运维服务方按要求按
时完成了培训计划。

系统硬件维护验收达标
考察硬件维护项目完成后，
按照合同规定的验收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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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分) 率 行验收考核是否达标 12 12 项目经验收，验收通过。

系统硬件维护及时率
考察项目实施期内故障处理
的时效情况

11 10
经自查，2019年故障处理及时率在
90%以上。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
意度

考察项目实施期内住房公积
金管理信息系统使用人员对
运维服务的满意情况

15 15 根据工单记录统计，满意度100%。

影响力目标
(15分)

人员到位率
考察运维服务方是否依据合
同安排运维人员

15 14

运维服务方基本按照合同约定安排运维
人员，人员数量总体达到甚至超过合同
约定要求。人员技术级别构成根据实际
情况，稍有调整。

合计 100 96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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