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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发〔2019〕2 号 

 

 

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杭州师范大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年 1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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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进一步建立科学规范的

绩效预算运行监控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根据《财政

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浙政

发〔2012〕44 号）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13〕15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学校预算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运行

的跟踪监控管理，包括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和专项预算项目资金。 

第三条  绩效预算运行监控（以下简称绩效监控）是指在

预算执行过程中，经费管理部门、计划财务处、项目负责人根

据批复的部门预算及绩效目标指标，分别对预算项目实施进展、

资金支出使用、项目效益情况与预期目标偏差情况、会计核算

信息等进行跟踪监控和纠偏处理的管理活动。 

第四条  经费管理部门是绩效监控的执行主体，计划财务

处是绩效监控的监管主体。 

第五条  绩效监控对象是指学校部门预算里已编制绩效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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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目标指标的项目资金。 

第六条  绩效监控原则 

（一）目标导向，及时纠偏。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对项目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效益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对偏离绩效目标

指标的项目，及时采取相应纠偏措施，保障绩效目标的如期实

现。 

（二）全面覆盖，突出重点。将学校已编制绩效预算目标

指标的项目资金纳入监控范围，强化对重点单位、重大项目、

重要领域项目资金的监控，提高绩效监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权责统一，协调互动。依法落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

和财务部门的监管责任，建立共同参与、高效顺畅的工作协作

机制，形成监管合力。 

第二章  监控职责 

第七条  经费管理部门、计划财务处、项目负责人根据各

自的职能职责分别组织开展绩效监控工作。 

第八条  经费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一）制定绩效监控管理制度，建立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

况分析制度，并作为部门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二）组织绩效预算的执行，对绩效预算执行进度、执行

结果和财务管理负直接责任，对项目负责人的绩效预算执行进

度、执行结果和财务管理负监督责任。 

（三）跟踪监控绩效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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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资金拨付和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 

（四）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偏离绩效目标指标的项目管理

行为或资金支付行为。 

（五）定期向计划财务处提供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实施进

展、绩效指标运行数据信息等。 

（六）组织、指导和监督绩效监控工作。 

第九条  计划财务处主要职责 

（一）跟踪监控学校的绩效预算执行情况，及时掌握项目

实施进展、资金拨付和有关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 

（二）及时纠正学校预算执行中偏离绩效目标指标的项目

管理行为或资金支付行为。 

（三）定期向主管部门提供学校的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实

施进展、绩效指标运行数据信息等。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主要职责 

（一）按照项目既定绩效目标，积极推进工作。 

（二）根据项目预算执行计划，使用预算资金，提高资金

利用率。 

（三）根据经费管理部门和计划财务处绩效监控工作安排，

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定期向经费管理部门提供绩效监控相

关情况材料。 

（四）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偏离绩效目标指标的项目管理

行为或资金支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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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控内容和方式 

第十一条  经费管理部门、计划财务处、项目负责人根据

设定的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采取项目跟踪、数据抽查、实地查

验、系统监测、文字说明等方式，动态跟踪反映项目进度、预

算执行、投入产出、各项效益的阶段完成情况，适时采取相应

措施警示督促、纠偏纠错，促进预算绩效目标实现。 

第十二条  全方位监控，全程跟踪监控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及绩效目标指标实现程度，对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及时采取纠

偏措施。 

绩效监控包括项目筹备情况、项目实施情况、资金拨付情

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四方面内容。 

（一）项目筹备情况。包括项目前期准备、政府采购项目

执行、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等情况。 

（二）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实施计划的合理性、项目

实施进度的均衡性、项目进度滞后的主要原因、实施计划调整

情况等。 

（三）资金拨付情况。包括用款计划的时效性、支付方式

的合理性、拨付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资金支付进度和项目实施

进度的适应性、会计核算的规范性等。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包括项目实施进度是否与绩效

目标相适应、绩效目标指标的预期完成程度、项目完成预期效

果的实现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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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控实施 

第十三条  绩效监控一般以预算年度为周期，对跨年度的

重大项目实施跨年度全过程监控。 

第十四条  绩效监控方式和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于每年 7 月 10 日前对当年 1—6 月预算

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后，向经费管理部门报送绩效运行

监控表（附件 1—3）及书面说明材料，对绩效监控内容做说明

分析。 

（二）经费管理部门对照项目负责人设定的绩效目标，审

核、汇总项目负责人报送的绩效运行监控表及书面说明材料，

撰写本部门整体绩效运行监控分析报告，于 7 月 15 日前报送计

划财务处。 

（三）计划财务处每半年对经费管理部门及项目负责人提

交绩效运行监控表及书面说明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必要的修正

意见。 

（四）计划财务处根据市财政局的要求上报学校绩效运行

监控表，并根据市财政局的相关意见和要求，反馈给相关经费

管理部门。 

（五）经费管理部门根据反馈意见落实整改，形成书面整

改材料，由计划财务处将整改情况报送市财政局。 

第五章  监控结果应用和问题处理 

第十五条  对绩效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市财政局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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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建议及整改要求，由经费管理部门逐一对照核查，深入分析

问题存在的原因，及时予以纠正。 

第十六条  因政策变化、突发事件、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

导致绩效目标难以实现的，经费管理部门要及时书面告知，提

出应对方案。 

第十七条  因经费管理部门或项目负责人过失或绩效目标

编制不合理导致绩效目标无法实现或预期无法实现的，经费管

理部门、项目负责人要主动及时书面告知，计划财务处再上报

市财政局并采取相应措施。 

第十八条  对因故意或消极不作为致使绩效目标无法实现

并造成重大影响的，报学校纪委，提出绩效问责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XX年度项目、资金进度情况表 

      2.XX年度项目资金绩效目标 1—6月份完成情况表 

      3.XX年度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调整表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年 1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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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 年度项目、资金进度情况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万元（保留小数点两位）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口径 

计划起止时间 
预算批复

资金额度 

已使用

资金 

项目实施进度 

备注 
一次性 阶段性 经常性 未实施 

一半 

以内 

一半 

以上 

已完

工 

                          

                          

                          

填表人：   绩效管理分管领导：   

 

主管部门：（盖章） 

 

  

填表说明：1.请文字说明实际进度与原计划相比是否有差异。如有差异请说明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2.如对绩效跟踪管理工作有积极见解、对提升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实用工作措施和管理经验的，也请书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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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 年度项目资金绩效目标 1-6 月份完成情况表 

填写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半年度目

标完成情

况 

项目实际产出： 

项目实际成效：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年度预期 

1至 6月份完成

情况 
指标标准解释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完成度 

        

        

        

项目实施 

效益 

        

        

        

偏差或不

能完成目

标原因分

析 

  

备注：1.请对照年初预算编制时填写的《杭州市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表》绩效指标部分中的“本年度水平”来填写本表中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的“年度预

期”。2.请文字说明该项目绩效目标能否预期完成，是否需调整。如需调整，请填

写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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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 年度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调整表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调整原因 

及依据 
 

调整后项

目预期目

标 

项目产出（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 

项目预期成效： 

预算资金

拟调整情

况（万元） 

具体工作任务/工作量 
原先申

请资金 

计划调整后资

金 

计划时间安排

（起止时间） 

        

        

绩效指标

调整情况 

指标名称 
原指标 调整后指标 指标标准解释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完成度 

        

        

        

项目实施 

效益 

        

        

        

        

备注：若无需调整则不需要填写此表。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