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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公厅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广州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主要

职权有：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和

国家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监督政府债

务，监督市人民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

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自

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和

项目；选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选举市长、

副市长；选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选举广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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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不适当的决议；撤销市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保护社

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

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

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

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的

常设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要职权有：

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或者主持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决定本行政

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和项目；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建议，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监督

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的执

行，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监督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审查监

督政府债务；监督市人民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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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工作，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开

展专题询问等；联系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监督市人民政府对国有资产

的管理，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撤销区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撤销市人民政府的不适

当的决定和命令；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做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补选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行权履职，锐意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一是持续提高立法质效。全年统筹推进临空经济区、排水管

理、平安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立法项目 14 项。出台地方性法

规起草提前介入办法，牵头起草并审议通过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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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并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

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的意见。二是显著增强监督刚性和

实效。全年开展监督工作共 79 项，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督工

作的意见，围绕完善监督机制、突出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

增强监督实效等方面提出 29 条措施，推动广州人大监督工作高

质量发展。三是大力提升决定任免工作水平。全年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 8 项，依法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97 人次。落实党委

组织人事意图，党委推荐人选得到全票或高票通过。四是更好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的意见，综合提

出 8 个方面 20 条举措。督办 8 件代表重点建议，成效显著。强

化代表培训工作，举办高校培训班 2 期、“羊城代表学堂”4 期。

组织召开全市基层人大“巩固基础、强化履职”两年行动部署会，

进一步推动基层人大工作和建设。指导区镇人大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

的条件”，保证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

履行代表的义务，发挥代表作用。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2021 年部门决算收入 19,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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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1,960.03 万元，增长 11.4%；决算支出

19,202.02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1,960.03 万元，增长 11.4%。

收支变动情况主要有：项目支出安排资金增加。

2.收入支出结构情况。

2021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19,202.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决算 19,202.02 万元，占总收入的 100.0%。

2021 年部门决算总支出 19,202.02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

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11,792.18 万元,占 61.4%;科学技术

支出（类）1,971.96 万元，占 10.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1,623.27 万元,占 8.4%；卫生健康支出（类）18.03 万元，占 0.1%；

住房保障支出（类）3,796.59 万元,占 19.8%（情况说明:因金额

转化为万元时,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差)。

3.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75.32 万元，

比上年决算增加 3.22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4.85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4.8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支出 54.9 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 2.43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

15.58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 4.06 万元。

（2）会议费支出情况。2021 年度会议费支出 612.79 万元，

比上年决算增加 50.37 万元。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21 年度培训费支出 78.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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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决算增加 0.85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的评价指标，广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其中包括下属单位 3 个，分别是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办公厅（本级）、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事务中心、广州市人

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强音》杂志编辑部），全年预算数

19,677.02 万元，执行数 19,103.71 万元（因统计口径不一致，

决算支出数与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中全年执行数有差异），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103.71 万元，占执行数的 100.0%；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0 万元，占执行数的 0.0%。经研究，广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办公厅 2021 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8.8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在市委领导下，真抓

实干，开拓进取，推动新时代广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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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在实现习近平总书

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中勇当排头兵作出了人大贡献。

（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2021 年部门预算收入（支出）20,651.39 万元，

比上年预算增加 3,447.5 万元，增长 20.0%，主要原因：一是信

息化运维服务和信创项目经费增加；二是人员增加及经费政策性

调整。

2.预算执行。2021 年决算收入 19,202.02 万元，比年初预

算减少 1,449.37 万元，下降 7.0%；2021 年决算支出 19,202.02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449.37 万元，下降 7.0%。

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决算 19,202.02 万

元，比预算减少 1,449.37 万元，变动情况主要是：政策性调整

导致人员经费支出减少。

支出情况：基本支出决算 11,960.74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032.65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政策性调整；项目支出决

算 7,241.28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416.72 万元，主要原因是信

息化建设项目资金调整。

3.信息公开。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已于

2021 年 2月 24日在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门

户网站公开了 2021 年部门预算信息。

4.绩效管理。一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广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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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按照“部门职责—工作任务—项目目标”的框架体系，

编报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有效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和项

目（政策）绩效等各项管理工作。二是开展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

估。在财政项目入库阶段，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和市政数局要求，

从投入经济性、方案可行性等方面，对信息化建设开发和信息化

运维服务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三是及时调整绩效目标。年中，

根据预算调整情况，同步对绩效目标作出相应调整。四是落实绩

效监控机制。每月对项目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度、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控，每季度对资金预期支出进度、项目预期实

施进度、绩效目标预期完成情况作出预测，每半年对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监控。五是强化监控结果应用。在全面掌握

绩效监控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绩效运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

对性地采取了优化绩效目标、改进支出进度、调整年度预算等措

施。

5.采购管理。2021 年，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厅严格执行了国家、省、市有关政府采购的各项规章制度，以

及《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采购管理办法》。严格按政府采购工

作要求，落实政府采购意向。

6.资产管理。2021 年，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厅修订了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组织了固定资产清查盘点，

针对巡察指出的固定资产存在风险，健全制度，堵塞漏洞，进一

步规范固定资产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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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1.存在问题。支出进度不均衡。2021 年，支出进度存在前

慢后快的现象，个别月份没有达到序时进度。主要原因是：受相

关部门工作启动晚的影响，个别项目支出直到 10 月才支出首期

款项，以致支出进度不均衡。

2.改进意见。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加强与机

关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全面准确了解单位工作职能和部门年度工

作计划，在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控制数内，区分轻重缓急，科学

细化预算支出项目。依据近年来单位支出决算的功能科目、经济

科目情况，合理编制年初预算支出的功能科目和经济科目，进一

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二是进一步加强项目支出进度跟踪管

理。要求各部门签订涉及经费支出的合同报行政处及财务室备

案，加强与机关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实时掌握工程建设、零星维

修、信息化运维和建设开发、固定资产购置、委托业务等大项经

费支出进度，发现支出进度落后于序时进度时，提醒相关部门加

快工作进度。对于当年确实无法支出的经费，要求各部门及时申

请退回。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