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政务云优化提升工程及新建项目统筹 项目年份 2018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8200.00 0.00 82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8200.00 7872.75 327.25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8200 

云网络 1170 

云安全 830 

云计算 1320 

云存储 650 

大数据平台 840 

灾备系统 410 

系统软件 190 

机房租赁、监理、集成等 590 

2018 年补增项目统筹 220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1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8 =96%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件有效控制

率 

=100% 1 =100% 1 

可行研究充

分性 
充分 2 好 2 

工程变更合

规性 
合规 2 好 2 

与预期质量

计划差距定

期检查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性 
健全 1 好 1 

产出目标

（24 分） 

新增机柜数

据量 
=60 个 3 =60 个 3 

三中心互联

带宽 
=10G 3 =10G 3 

计算能力 =100 台 3 =100 台 3 

存储容量 =500TB 3 =540TB 3 

大数据能力 =200GB 3 =200GB 3 

异地灾备数

据容量 
=100GB 3 =100GB 3 

项目完成及

时性 
及时 3 及时 3 

项目完成率 =100% 3 =100% 3 

结果目标

（22 分） 

严重信息安

全事件 
无 7.33 无 7.33 

建成两地三

中心架构 
实现 7.33 实现 7.33 

为 2018 年增

补应用系统

提供软硬件

支撑 

实现 7.34 实现 7.34 

影响力目

标（8 分） 

运维保障能

力 
达标 1.6 达标 1.6 

支撑部门数 ≥20 个 1.6 =40 个 1.6 



资源共享率

提升 
是 1.6 是 1.6 

服务满意率 ≥95% 1.6 =100% 1.6 

行政效能提

升 
是 1.6 是 1.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数据中心机房租赁、云计算平台、存储系统、信

息安全设施、大数据平台等，承载市级各部门新建应用，推动市级各

部门原有应用向政务云迁移。 

项目总目标 
按照“机房大集中、数据大共享、应用大整合、管理大统一”的发展

方向，打造“1+10”两级政务云，实现电子政务转型升级。 

年度绩效目标 

按时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完善“两地三中心”数据中心架构，新建大

数据处理能力，扩展政务云计算能力，为市级各部门应用提供支撑服

务，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满意度。 

项目实施情况 

经统计，政务云优化提升工程及新建项目统筹，2018 年资金预算总额

为 8200 万元，实际使用金额 787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6%，预算执

行水平较高。各子项目均有完善的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的制度

保障了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业务运维体系健全。项目可行性研究充

分，通过了专家组的严格审核，所有子项目招投标过程均符合国家相

关规定。本项目依托电子政务外网，对原有政务云进行扩容，升级传

统业务处理能力，新建一个主数据中心和一个灾备数据中心，与现有

苏州市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形成两地三中心的业务可用和数据高可靠

的政务云数据中心，集中承载各类不同的政务应用系统和大数据应

用，为全市各机关部门提供便捷、高效、可靠、安全的云服务。 

项目管理成效 

1.资金使用规范，支出有据。 

资金管理方面，资金、财务制度健全，审批拨付流程清晰，经费支出

有据可循，资金使用合理合规，专项资金管理规范、严谨，资金使用

效率较高，资金严格执行专户管理和先发生后支付的原则，有效保障

资金安全，避免资金在预算部门沉积。  

2.项目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 

本项目在市发改委和市信息中心的统一管理下，聘请专业监理单位，

与项目建设方成立专业项目管理团队，对本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控制和协调。对项目实施阶段及验收阶段进行质量控制、进度控制、

变更控制，对项目全过程进行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对本

项目软硬件系统的配置、安装调试、系统测试、技术培训等方面的质

量、进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控制。 

3.云计算能力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提高。 

通过实施本项目，我市政务云处理性能、扩展能力显著提升，信息资

源进一步整合，资源利用率和业务可用性进一步加强，现有政务应用

系统通过科学分析评估，按需逐步迁移至政务云，能够充分利用云平

台集约建设的资源及云模式提供的各类服务，为各部门提高更好的云

计算服务。 

4.可靠性、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提高。 

本项目通过统一构建灾备保护体系、安全体系，提供安全可靠的云计

算服务，部署在政务云上的各类政务应用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

进一步提高。 

5.服务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本项目通过建设统一的服务保障流程体系，强化运维人员的管理，做



到监督与考核并重，以制度管人、以管理促提效，日常管理完善规范、

应急预案保障到位，核心网络及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在督促其加强设

备巡检和日常维护的同时对外包运维商服务质量进行考核，服务反馈

优秀率达到 100%，全年零投诉，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好评。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政务云建设资金规模大，建设成效影

响深远，在项目启动建设时间受到申报项目确定时间的影响，实际资

金到位并启动建设时间较晚，又根据项目管理规定，重大项目需试运

行较长时间才能验收，项目建设周期不充裕。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项目管理工作，强化对实施项目事前、事中和事

后的管理，对项目立项审批、建设、验收和运维全生命周期中的各个

环节都引入绩效目标考评机制，建立和完善监督检查和评估机制，强

化对实施执行进度和质量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