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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东莞市财政局寮步分局委托，东莞市众信绩效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对“2018-2020 年度东莞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部门整体支出项目”财政支出进行绩效
评价，经资料核查，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评价专家组进行现场
核查评价、座谈交流、核对资料等，按照既定评价指标体系，综
合评定项目绩效得分为“82.49”分，评价等级为“良”。
2018-2020 年城管执法局寮步分局在东莞市市委市政府、寮
步镇镇委镇政府和东莞市城管执法局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东莞市
城管执法局落实的工作思路和市委市政府、镇委镇政府年度工作
部署，围绕年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要求，全面履行工作职责，推
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
提升城市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完成 2018-2020 年度综合执法和重点工作任务方面取得较好的
绩效，使寮步镇的城市环境秩序进一步提升，使城市管理水平跃
上新台阶。
纵观本次绩效评价，从 5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得分情况来看，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2020 年年度单位整体支出在资产管理、
履职产出、履职效益 3 个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在预算资金管理、
绩效管理 2 个方面仍有相当的提升空间，
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总结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预算无年中调整，预算执行率存在
提升空间；2、单位内控制度有缺失；3、财务规范性有待加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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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认知度有待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为此，总结后提出以下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提高财政预算的准确性，提升预算执行率；
2、完善单位内控制度；3、进一步加强财务规范性建设，规范固
定资产管理；4、成立内部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加强单位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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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主要职能
根据
《关于印发东莞市寮步镇简政强镇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东机编〔2017〕57 号）文件精神，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寮步分局（以下简称寮步城管执法分局）主要职能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主要职能
序号

主要职能
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

1
强制职能，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2
职能。
3

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
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督检查、

4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
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乱摆卖、乱张贴、悬
5
挂广告和占道经营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
行使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和建筑噪音污染、
6
对在公共场所焚烧杂物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
7

承办市政府、镇政府、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5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属政府机关,是隶属于东莞市城管和综合
执法局的镇级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独立编制机构数 1 个。
2.分局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
根据
《中共东莞市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
（东机编[2019]34
号）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寮步城管执
法分局设 3 个内设机构，分别是综合法规股、数字城管股和执法
股，核定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20 年机关行政编制 6 名。至 2020
年 12 月底，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实际在职 147 人，其中：行政人
员 6 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0 人，非参公事业人员 0 人，
市编职工 9 人，镇政府聘员 73 人，统筹人员 59 人，另外退休人
员 2 人。
（二）单位绩效目标及主要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单位绩效总目标及阶段性绩效目标
2018-2020 年度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总目标
为在东莞市市委市政府、寮步镇镇委镇政府和东莞市城管执法局
的正确领导下，
按照市城管执法局落实的工作思路和市委市政府、
镇委镇政府年度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年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要求，
全面履行工作职责，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努
力提升城市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使寮步的城市环境秩序进一
步完善，使城市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阶段性绩效目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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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度绩效目标为紧紧围绕城市环境品质三年提升、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违建治理、存量建筑信息普查和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等重点工作要求，全面履行工作职责，切实抓好城
市综合管理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城市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使
寮步的城市环境秩序明显改善。
（2）2019 年度绩效目标为在部署的《寮步镇加强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方案》基础上，今年城管执法分局采取“1+5”工作
战略，进一步狠抓责任落实、工作考核等关键环节，完善长效管
理机制，强化督导问责，确保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3）2020 年度绩效目标为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在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和镇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指导下，按照市
“1+1+6”工作思路和镇委镇政府 2020 年工作部署，以强化落实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各项工作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城市配套，美
化城市环境，着力以“绣花”功夫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
精细化，使城市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2.单位主要工作任务、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归纳总结单位提供的 2018 至 2020 年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表，列表如下：
表 1 - 2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2020 年主要工作任务、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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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完成
主要任务

预期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关键指标
情况

2018 全年共整治城市“六乱”39181 宗，同时由市
场化专业公司清“癣”37456 处； 2019 年共整治城
加强城市“六乱”

市容环境
市“六乱”36335 宗，由市场化专业公司清“癣”38338

整治

有所提升
提升

处；2020 年共整治城市“六乱”27436 宗，由市场
化专业公司清“癣”57098 处。
2018 年共查处损害城市树木行为 3 宗、违法占用绿
强化园林绿化执

地 2 宗，上述案件一并执行罚款 4 宗。2019 年查处

市容环境
有所提升

法

擅自破坏绿化植被 1 宗，擅自损害城市绿化（折枝）

提升

1 宗。2020 年无破坏园林绿化执法记录。
全面提升城
2018 年全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 1278 宗，拆除
市精细化管

对全镇违章户外
违法广告共 412 宗。2019 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

理水平

广告实行分类分
批 1081 宗；拆除违法广告共 115 宗。 2020 年共办

市容环境

步骤整治，实行

有所提升
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557 宗；
共拆除违法广告58 宗，

提升

“拆除一批、规范
拆除面积为 188.4 平方米。表明违法广告数量下降，
一批、提升一批
规范审批深入群众。
加强对建筑余泥
2018 年以来，分局共出动 4343 人次，执法车辆 1432
（垃圾）乱倾倒、
台次，检查运输车辆 2835 辆，查扣未采取密闭或者 市容环境
污染城市道路等

有所提升
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抛撒建筑垃圾以及未经核

违法行为的巡查
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违法违规车辆 106 台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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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2018 年在生活和建筑噪音污染执法方面，共教育制
止 557 宗，共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 7 宗。2019 年共
加强噪音污染治

提升居住
教育制止生活和建筑噪音污染 651 宗，查处建筑噪

理

有所提升
环境质量

声污染共 21 宗。2020 年共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 15
宗，生活噪声污染共 3 宗。
2018年市对寮步镇下达的违建治理任务为42万平方
实行网格化巡查
米，完成治理 46 万平方米，实现超额完成；全年查

2018 年：

机制常态化管理，
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共 52 宗，其中拆除 49

109.5%

按照“新增违建零
宗；2019 年市寮步镇下达的违建治理任务为 134 万
加强违建治

增长、历史违建负

违建治理 2019 年 ：

平方米，全年已完成治理面积 1411648 平方米，完
理

增长”的工作目

率

105.3%

成率 105.34%；2019 年共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
标，对新增的违法

2020 年 ：
建筑共 60 宗，其中拆除 59 宗。2020 年完成治理

建筑，一经发现快

110.5%

71647.68 平方米，任务完成率为 110.48%，共拆除违
速处理
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 150 宗。
通过召开动员大
会，举行各村（社 2018 年开始实施，至工作结束，全镇存量建筑已完
开展存量建

区）干部和专职人 成申报登记的建筑物共 85090 栋。已完成信息录入、
登记完成

筑信息普查

100%

员的专题培训，广 公示和普查资料的归档等工作。另外全镇村级道路
率

工作

泛发动宣传，引导 普查及垃圾随水收费普查工作已完成，为下阶段开
市民参与普查工

展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分类处理提供数据基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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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共接到群众投诉、单位移交及上级交办的投
2018 年
对投诉件及时处

诉件 2870 宗，其中已处理并回复的投诉件 2819 宗，
98.20%

理，每一宗投诉都 办结率为 98.2%；2019 年共接到群众投诉、单位移交
努力化解信

信访投诉 2019 年
做到有登记、有批 及上级交办的投诉件3228 宗，其中已处理并回复的投

访突出问题

办结率

97.65%

办、有催办、有回 诉件 3152 宗，办结率为 97.65%。2020 年共接到投诉
2020 年
复。

件 2774 宗，其中已处理并回复 2687 宗，办结率为

96.86%
96.86%。

2018 年专项斗争工作全年发布信息、悬挂横幅海报、
年度现场
发送工作动态、派发宣传单张共 42942 条（份）。

现场咨询
咨询会大

开展扫黑除恶专

2019年共举办了19场城管领域扫黑除恶现场咨询活 会场次

项斗争工作

动，派发宣传资料共计 40900 份。2020 年共开展 14

于 12 场
派发传单
资料派发
场现场咨询活动，派发城市管理、扫黑除恶等宣传

量
符合预期

手册 6740 份。
抓好城市综

2018 年全年共在频道插播城管宣传短片 950 次、新

合管理宣传

闻报道城管执法动态 109 篇，共更新微信公众号信

教育工作

息 291 条、官方微博信息 301 条、LED 屏宣传标语
充分利用各个宣
120 条。全年发布信息、悬挂横幅海报、发送工作动
传工作平台加强

群众认知
有所提升

态、派发宣传单张共 42942 条（份）。2019 年共在
城市管理宣传教

度
电视频道共插播城管宣传短片 760 次、新闻报道城

育
管执法动态 118 篇，推送微信公众号信息 168 条、
微博信息 192 条，在全镇各主干道和人流密集点共
设置了 LED 屏 10 块，循环播放城市管理各类宣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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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60 条。活动现场共派发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燃
气安全等宣传手册 10960 余份。2020 年重点做好城
管战“疫”、防御强雷雨、“安全生产月”、生活
垃圾分类、燃气安全等宣传教育相关工作，经统计，
2020 年以来共报送城管信息 167 篇。

2018年分局全年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3088宗案
件，其中完成处置 2836 宗，完成处置率达 91.8%，
在镇网格中心派遣平台共收到 1092 宗，其中完成处
置 1062 宗，完成处置率达 97.2%。2019 在市数字城
2018 年
提高城管派遣案

管平台共收到 8398 宗案件，其中完成处置 8298 宗，

件处置效率和解

完成处置率98.8%；
其中在网格中心平台共收到1422

93.3%
提升城管派
遣案件处置
效率

案件处置

2019 年

率

99.6%

决问题能力，发挥 宗案件，完成 1411 宗，完成处置率为 99.2%；自行
数字城管综合协

采集 19200 宗，完成 19200 宗，完成处置率为 100%。
2020 年

调作用

2020 年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 9369 宗案件，其中
99.7%
完成处置 9270 宗，完成处置率为 98.9%；在镇网格
中心派遣平台共收到 4702 宗，其中完成处置 4685
宗，完成处置率为 99.6%；自行采集案件 24000 宗，
完成处置 24000 宗，完成处置率为 100%。

公共场所焚

实行城市管理分

2018 年全年共查处（含教育制止）露天焚烧杂物行

片包干制，落实跟 为 46 宗、占道经营露天烧烤行为 829 宗。2019 年查 提升城市
有所提升

烧杂物查处

进，并坚持夜间巡 处（含教育制止）露天焚烧杂物行为 53 宗；2020 年
工作

查执法，进一步加 占道经营露天烧烤行为 352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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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强对在公共场所
焚烧杂物和占道
经营露天烧烤行
为的巡查和执法
工作

（三）单位整体收支情况
1.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年度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年初经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
下达预算指标 2524.38 万元，2019 年年初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
达预算指标 3395.55 万元，2020 年年初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达
预算指标 3535.97 万元。
2.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2018 年年底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决算支出 3764.66 万元，年中
无预算调整记录，超支 1240.28 万元。2019 年年底决算支出
3649.59 万元，年中无预算调整记录，超支 254.04 万元。2020
年年底决算支出 3440.65 万元，年中无预算调整记录，预算支出
执行率 97.3%。
1

表 1-3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 年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表

1

资料来源：寮步城管执法分局2018--2020 年度单位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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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分类支出

年度实际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1531.38

无调整

1636.04

43.46

人员经费

1252.46

无调整

1431.30

38.02

日常公用经费

278.92

无调整

204.74

5.44

二、项目支出

993.00

无调整

2128.62

56.5

214.36

本年支出合计

2524.38

无调整

3764.66

100.00

149.13

按支出性质分类
占比（%） 支出率（%）

106.83

表 1-4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9 年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表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分类支出

年度实际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1755.03

无调整

1767.15

48.42

人员经费

1458.19

无调整

1558.49

42.70

日常公用经费

296.84

无调整

208.66

5.72

二、项目支出

1640.52

无调整

1882.45

51.58

114.75

本年支出合计

3395.55

无调整

3649.60

100.00

107.48

按支出性质分类
占比（%） 支出率（%）

表 1-5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20 年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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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9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分类支出

年度实际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1985.30

无调整

2015.07

58.57

人员经费

1739.48

无调整

1828.66

53.15

日常公用经费

245.82

无调整

186.41

5.42

二、项目支出

1550.67

无调整

1425.58

41.43

91.93

本年支出合计

3535.97

无调整

3440.65

100.00

97.3

按支出性质分类
占比（%） 支出率（%）

101.50

3.“三公”经费情况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47.4
万元，实际支出 35.91 万元；2019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50.98 万元，实际支出 57.06 万元（2019 年，分局购买了一辆新
能源公务巡查执法车，购置费 17 万元，故超支）；2020 年年初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54.2 万元，实际支出 31.52 万元。2018
年和 2020 年实际支出数均小于预算安排， 2019 年实际支出大于
预算安排。
4.政府采购情况
根据单位年度决算公开报告，2018 年至 2020 年度，寮步城
管执法分局没有安排政府采购计划年初预算。
14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及对象
1.评价目的
依据既定指标体系，对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2020 年度部
门整体支出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进行整体绩
效评估，通过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改善与优化支出的对策建议，
实现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目标。
2.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对象：东莞市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单位整体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周期：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绩效评价原则
1.评价原则
本次评价遵循目标导向、科学客观性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
对本次重点绩效评价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由预算资金管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产出、
效益五个部分组成。二级指标的分数权重占比分别为：预算资金
管理 33%，绩效管理 14%，资产管理 3%，，产出 25%，效益 25%，
五项合计 100 分。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根据项目特点，实施书面评审与现场评价相结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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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实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具体如下表所
示：
表 2-1 评价方法

序号

评价方法

方法说明
包括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比较法、历史与当期情况

1

比较分析法
和横向比较法等，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

2

因素分析法

因素，评价绩效目标项目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
价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通过实地现场访谈询问项目涉及的相关部门，查阅
项目招标文件、合同等相关资料，现场碰对实物及

3

查问询证法
验证实物效果等方法，获得项目支出资金使用效果
的相关信息，评判其效益。

4.评价依据
项目评价主要依据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项目评价依据
序号

主要依据
（一）国家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018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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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

主要依据
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二）东莞市

1
2
3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的通知》（东府办〔2019〕51 号）
《东莞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东财〔2021〕50 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东
财〔2021〕49 号）

4

5

6
7

寮府办〔2019〕8 号：东莞市财政局寮步分局关于印发《寮步镇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寮府办〔2020〕16 号：寮步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寮步镇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寮步镇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核定单位年度预算指标及每年度单位决算报
表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提供的各类工作任务产出效益佐证资料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资料收集。评价小组向寮步镇财政分局下发评审资料清单，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按照《佐证材料清单》收集相关绩效评价资料。
2.书面评价。评价小组对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提交的项目绩效
相关材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对有关内容进行审核，重点对信
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应佐证材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组织专
家集中讨论，出具初步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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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核查评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 号）、《东
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的通知》（东府办〔2019〕51 号）等相关要求和绩效评价现
场核查实际操作规程，在审阅书面材料及与单位沟通的基础上，
评价小组组织专家组对项目进行现场座谈核查，采取单位自行开
展的满意度调查及第三方机构组织的满意度调查结合的方式，采
集寮步镇周边群众的投诉及满意度情况。专家组根据书面材料和
现场核查的情况，就相关疑问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交流。
4.综合分析评价。对采集的评价相关基础数据资料进行整理
汇总，结合现场检查核实等情况，对项目资金的落实及效果等情
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并采用项目预定目标与实施效果比
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初步评价意见。
5.撰写评价报告。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被评价对象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评价指标分析、项目实施效果和存在问题、具体改进措施及建议
等。
三、绩效综合评定及项目绩效指标分析
（一）综合评定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能够积极配合完成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所提交的自评材料及时、完整、清晰，评价工作组依据下达
18

的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基于对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的自评材料的
审核分析及现场评价核查情况，综合评定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 82.49 分，绩效等级
为“良”（各指标得分详见附件 1）。从 5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得
分情况来看，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2020 年年度单位整体支出
在资产管理、履职产出、履职效益 3 个方面取得较好的成绩，在
预算资金管理、绩效管理 2 个方面仍有相当的提升空间，需要进
一步改进和加强。
图 3-1 二级指标实际得分率情况表

（二）项目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资金管理
该指标主要从单位预算资金支出完成情况、预算调整情况、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情况、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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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控制率情况、财务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等方
面，考核单位的资金管理水平。指标分值 33 分，评分 22.65 分，
得分率 68.64%（见表 3-1）。
表 3-1 预算资金执行情况得分表
二级指标

预算资金管理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预算完成率

8

2.31

28.9%

预算调整率

5

4.00

80.0%

5

3.17

63.4%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分值：33
政府采购执行率

2

2.00

10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3

2.67

89.0%

财务合规性

5

4.50

90.0%

5

4.00

80.0%

得分：22.65
得分率：68.64%

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1）预算完成率
此指标考核单位预算执行管理情况，指标分值 8 分，得 2.31
分，得分率 28.9%。预算支出执行率根据镇财政局（国库处）通
报的情况整理计算，但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没有提供镇财政局通报
预算执行率资料。2018 年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达预算指标
2524.38 万元，年底决算 3764.66 万元，超支 1240.28 万元，2018
年预算完成率不得分。2019 年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达预算指标
3395.55 万元，年底决算 3649.59 万元，超支 254.04 万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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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算完成率不得分。2020 年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达预算指标
3535.97 万元，年底决算 3440.65 万元，预算支出执行率 97.3%，
2020 年预算完成率得分为 6.92。按评分规则，2018 至 2020 年度
3 年预算完成率得 6.92/3=2.31 分。
（2）预算调整率
该指标主要考核单位整体支出的预算调整情况，该指标为预
算完成率的修正指标，指标分值 5 分,得 4.00 分，得分率 80.0%。
计算时预算调整金额和年初预算均不包含人员经费。
2018 年至 2020 年 3 年内，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没有对年度预
算进行过调整。根据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资金管理制度，按照《预
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广东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规
定需进行财政预算调整的，由财政分局编制调整方案，经镇党政
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审定后，报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
批准。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无权对预算进行调整，但可以根据预算
执行情况向寮步财政分局提出调整申请，经核准批复后调整预算
指标。本指标酌情扣 1 分，得 4.00 分。
（3）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此指标反映单位（单位）收入预算编制准确性，指标分值 5
分，得 3.17 分，得分率 63.4%。财政拨款收入差异率计算值为 0
或越小值，反映资金支出均衡行性越好。2018 年度财政收入差异
率=∣（3764.66-2524.38）/2524.38*100%∣=49.1%,按计分标准
此指标 2018 年度不得分；2019 年度财政收入差异率= ∣
（3649.59-3395.55）/3395.55*100%∣=7.48%，按计分标准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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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2019 年 度 得 4.0 分 ； 2020 年 度 财 政 收 入 差 异 率 = ∣
（3440.65-3535.97）/3535.97*100%∣=2.7%，按计分标准此指标
2020 年度得 4.5 分。综合，此指标得分=9.5/3=3.17 分。
（4）政府采购执行率
此指标计算单位 2020 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采
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指
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根据单位年度决算公开报告，2018 年至 2020 年度，寮步城
管执法分局没有安排政府采购计划年度预算。
经现场调研会沟通，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表示财政分局没有硬性要求单位使用资金较大
的项目支出走政府采购行类流程。本指标暂不扣分，得 2.00 分。
（5）公用经费控制率
公用经费控制率就是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
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对机构运
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2.67 分，得分率
89.0%。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 47.4
万元，实际支出 35.91 万元；2019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 50.98
万元，实际支出 57.06 万元；2020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 54.2
万元，实际支出 31.52 万元。2018 年和 2020 年实际支出数小于
预算安排，各得 1 分，2019 年实际支出大于预算安排，不得分，
综上，此指标得 2/3=0.67 分。2018 年日常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核
定数为 278.92 万元，年中无调整，决算数为 204.74 万元；2019
年日常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核定数为 296.84 万元，年中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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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为 208.66 万元；2020 年日常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核定数为
245.82 万元，年中无调整，决算数为 186.40 万元。3 年日常公
用经费决算数均小于人大会议核定安排预算数，此指标得 2.00
分。综上，公用经费控制率指标得 2.67 分。
（6）财务合规率
此指标考核单位（单位）资金支出规范性，包括资金管理、
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行；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
资金情况。指标分值 5 分，得 4.50 分，得分率为 90.0%。通过佐
证资料查阅，论证，专家组确认：
一是事项支出合规性：事项支出按当年的批准的财政预算使
用，没预算立项的单位提供了相关的镇政府批复等文件依据。
二是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方面单位提供了单位财务制
度、预算经费管理暂行规定、资金管理制度，费用支出有相关的
审批制度和流程，支付有相关的流程、审核证明及拨款支付请示，
5 个项目提供了相关的招投标文件。但单位决算表上的项目支出
数据和财政局分局给出的数据对不上，
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情况。
此项扣 0.5 分；
三是合同管理方面单位提供了“寮步城管分局合同管理制
度”，条款具指导作用。项目合同对质量标准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四是重大项目支出按财务管理制度，分开金额大小由不同负
责人审批，有必要的决策程序。
五是资金拨付提供了评分考核表、发票、支付申请审批表和
支付证明，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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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指标扣 0.50 分，得 4.50 分。
（7）管理制度健全及执行有效性
此指标考核单位是否制定并严格执行了相应的预算资金、财
务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等，用以反映单位的管理制度对其完
成主要职责和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指标分值 5 分，得 4.00
分，得分率 80.0%。通过佐证资料查阅，论证，专家组确认：
一是单位提供了资金管理制度、预算经费管理暂行规定、三
重一大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手册、保密制度、合同管理办法等，
制度较为齐全，欠缺按《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求结合
本单位实际制定的项目管理、政府采购等制度；扣 0.50 分。
二是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有效执行，单位提供了项
目镇政府批复文件、项目招投标文件、支付凭证等资料。
三是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无制定本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提供了预算经费管理暂行制度，酌情扣 0.50 分。
四是单位提供了项目绩效支出目标申报及信息情况自评表等
资料。
五是提供了合同管理制度。
综上，本指标得 4.00 分。
2.绩效管理情况
此项二级指标主要考核单位绩效管理情况，包括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的设定是否科学可行，考察绩效运行监控开展情况，考
核单位对于绩效运行的重视程度。指标分值 14 分，得 11.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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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率 82.14%（见表 3-2）。
表 3-2 绩效管理情况得分表
二级指标

绩效管理情况得
分率：81.43%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绩效目标明确性

4

3.00

75.0%

绩效指标有效性

4

3.00

75.0%

单位绩效运行监控开展情况

3

3.00

10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3

2.50

83.3%

（1）绩效目标明确性
此指标考核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是否完整、相关、可行，
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指标分值 4 分，
得 3.00 分，得分率 75.0%。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设定的 2018-2020
年年度整体绩效目标能较好地对应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的主要核心
职能，符合东莞市城市管理发展战略工作要求。能细化为若干子
目标，落实到相关业务股室。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反映单位年度主
要工作任务较为清晰。参看年度预算报表和决算报表，整体绩效
目标分解成的具体工作任务与本年度单位预算资金匹配性有待加
强，以 2018 年度为例，预算项目支出 20 个，决算支出 34 个，
个别主要工作大项目支出如“巡查清理队伍服务费”“制服统一
换装购置费”“存量建筑普查工作专项经费”未列入 2018 年度
预算，此处扣 1.00 分。综上，指标得 3.00 分。
（2）绩效指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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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考核单位设置的绩效指标是否完整、全面、贴合反映
单位本年度的履职情况，指标值是否合理，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
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与单位职能的相符性。指标
分值 4 分，得 3.00 分，得分率 75.0%。通过佐证资料查阅，论证，
专家组确认：
绩效指标设置水平有待加强。
一是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完整，未能全面反映单位年度主要工
作任务，可增设投诉办结率、数字城管平台派遣案件处理率、违
章建筑处理完成率等等。
二是重要性方面，绩效指标的设置指向年度重点工作，但指
标设置数量不足，未能涵盖全部核心工作，以 2020 年度自评表
为例，设置指标过少。
三是 2018 年绩效指标设置与预算规模联系欠紧密，2020 年
设置绩效指标数量过少，不匹配预算资金规模。
四是 3 年的绩效指标未量化，多设置为定性指标，无设置指
标值，难以衡量。
综上，绩效指标有效性酌情扣 1 分，得 3.00 分。
（3）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开展情况
此指标考核单位有没有按照寮府办〔2019〕8 号东莞市财政
局寮步分局关于印发
《寮步镇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的通知要求完成运行监控工作。指标分值 3 分，得 3.00 分，得
分率 100.0%。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提供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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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表，按寮步财政分局要求完成了项目绩效运
行监控工作。
（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此指标考核单位对财政支出项目的绩效自评是否遵循客观、
真实、有效的原则，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组织绩效自评的情况。
指标分值 3 分，得 2.50 分，得分率为 83.3%。
2020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 22 个，
提供了 18 个项目的自评报告；
2019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 30 个，
提供了 22 个项目的自评报告；
2018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 34 个，只提供了 2 个项目的自评报告。提供
的自评报告未能覆盖年度支出金额较大的所有项目。
自评报告中，
数据填写有待完善，预算执行率填写错误较多，对预算执行率理
解度不足。综上考虑到 2018 年镇级绩效预算管理逐步开始，本
指标酌情扣 0.50 分，得 2.50 分。
3.资产管理情况
该指标包括：资产管理安全性、固定资产利用率 2 个方面。
考核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该指标分
值 3 分，得 2.50 分，得分率为 83.3%（见表 3-3）。
表 3-3 资产管理情况得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资产管理情况

资产管理安全性

1

0.50

50.0%

得分率：100%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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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管理安全性
此指标考核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
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资产安全运
行情况。指标分值 1 分，得 0.50 分，得分率 50.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析报
告”和“2020 年 12 月资产折旧（摊销）汇总表”显示，单位资
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相符方面存在个别问题，部分资产
折旧完后仍在使用如 20 辆执法摩托车，仍能产生油费维护费用，
但是在资产明细表却没有体现（执法摩托车于 2009 年购置，由
于资产管理系统自动折旧为零，但车辆一直在使用，故产生了费
用）。国有资产分析报告上报及 2020 年度单位决算报表证实，
2020 年度无产生国有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本指标得 0.50
分。
（2）固定资产利用率
此指标考核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单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20 年 12 月资产折旧（摊销）汇总表”表明单位固定资产总
额 276 个，
现场调研过程中确认报废的固定资产按内控手册中
“资
产管理制度”的资产报废管理流程处理，固定资产使用比率达
100%。固定资产利用率≥90%的，指标得 2.00 分。
4.履职情况产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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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主要从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重点工作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以及项目完成质量、及时性等方面，考察单位对重点工作
的办理落实程度、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项目产出
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指标分值 25 分，评价得 23.23 分，得分
率为 92.92%（见表 3-4）。
表 3-4 履职情况产出部分得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城管派遣案件处置率

4

3.73

93.3%

城管范畴投诉件处置率

3

3.00

100.0%

3

2.50

83.3%

违章建筑处理率

3

3.00

100.0%

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

2

2.00

100.0%

噪音污染查处

2

1.50

75.0%

2020 年度疫情防控工作

2

2.00

100.0%

清理牛皮廯、乞讨、流浪者专项

2

2.00

100.0%

“城市六乱”整治工作

2

1.50

75.0%

城市综合管理宣传教育工作

2

2.00

100.0%

垃圾收运处置专项整治行动
（巡查清理服务专项）

履职情况评价产
出部分（25 分） 年度工作完成
得分 23.23
率（25 分）
得分率：92.92%

（1）城管派遣案件处置率
本指标考察市数字城管平台、镇网格中心派遣和自行采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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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处置效率和解决问题能力，处置率预期目标
99%。本指标分值 4 分，得 3.73 分，得分率 93.3%。
2018 年分局全年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
到 3088 宗案件，其中完成处置 2836 宗，完成处置率达 91.8%，
在镇网格中心派遣平台共收到 1092 宗，其中完成处置 1062 宗，
完成处置率达 97.2%。2019 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 8398 宗案
件，其中完成处置 8298 宗，完成处置率 98.8%；其中在网格中心
平台共收到 1422 宗案件，完成 1411 宗，完成处置率为 99.2%；
自行采集 19200 宗，完成 19200 宗，完成处置率为 100%。2020
年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 9369 宗案件，
其中完成处置 9270 宗，
完成处置率为 98.9%；在镇网格中心派遣平台共收到 4702 宗，其
中完成处置 4685 宗，完成处置率为 99.6%；自行采集案件 24000
宗，完成处置 24000 宗，完成处置率为 100%。经统计，2018 年
派遣案件处置率为 93.3% ，2019 年处置率为 99.6%，2020 年处
置率为 99.7%。按计分标准，指标得 11.2/3=3.73 分。
（2）城管范畴投诉件处置率
本指标考察单位工作职责范畴投诉件的处理能力和产出情
况，处置率预期目标 100%。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3.00 分，得分
率 100.0%。
投诉件属于以下范畴的，按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
作制度，必须受理处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反有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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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检举、投诉；相关行政机关移送处
理的违反有关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市人大监督和
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市民监督反映的违反有关城市管
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上级领导批办件。
城管范畴符合以上标准投诉件处置率达到 100%。
（3）垃圾收运处置专项整治行动（巡查清理服务专项）
本指标考核巡查清理服务专项工作的产出完成情况。要求严
控镇外垃圾输入，从严查处违法倾倒、排放行为，对工业固体废
物进行清理及无害化处理。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2.50 分，得分
率 83.3%。
考查巡查清理队伍服务费专项 2018-2020 年度整治服务月度
评分表，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良好，能严控镇外垃圾输入，对责任
辖区内,发现工业垃圾未及时清理及无害化处置的情况出现次数
较多，考虑到生活垃圾是城市管理的难点，压力较大，酌情扣 0.50
分。综上，本指标得 2.50 分。
（4）违章建筑处理率
本指标考察单位处理辖区内违章建筑任务的产出完成情况。
要求完成年初制定整治违章建筑面积任务目标，处理率达到
100%，拆除率达标。本指标 3 分，得分 3.00 分，得分率 100.0%。
2018 年市政府对寮步镇下达的违建治理任务为42 万平方米，
31

完成治理 46 万平方米，实现超额完成任务；2019 年市下达的违
建治理任务为 134 万平方米，全年完成治理面积 141 万平方米；
2020 年完成治理 115.2 万平方米，任务完成率为 110.48%。统计
任务完成率，2018 年 109.5%，2019 年 105.3%，2020 年 110.5%，
均能完成年初制定的整治任务目标。违章建筑采取零容忍原则整
治处理。2018 年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共 52 宗，其中拆
除 49 宗；2019 年共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共 60 宗，其中
拆除 59 宗。2020 年共拆除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 150 宗。根
据 2018 年 9 月关于印发《东莞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年度考核方
案》的通知（东城管委办〔2018〕60 号）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
行动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粤建执〔2017〕117 号）
,
以年度对各镇园区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工作考核，寮步城管执法分
局提供了 2018、2019、2020 年度政府通报考核资料，寮步城管
执法分局考核情况良好。本指标得 3.00 分。
（5）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
本指标考核单位推进“泥头车专项整治”行动任务的产出完
成情况。要求被查处违规泥头车整治率 100%；整治行动从执法查
处、源头管控、污染治理三阶段落实。本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2019 年成立寮步镇规范泥头车密闭运输管理领导小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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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泥头车密闭运输管理实施方案》，由城管执法分局牵头 9
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每月不定期两次执法行动，强化
巡查执法，发现违规一例整治一例，违规整治率达 100%。联合行
动中责任分工，城管部门、交通局负责执法查处，住建局、重点
办负责源头管控，城管执法分局和环基办负责污染治理。
（6）噪音污染查处
本指标考核单位查处噪音污染工作的产出完成情况。要求：
举报噪音污染处理（教育制止）完成率 100%。指标分值 2 分，得
1.50 分，得分率 75.0%。
2018 年在生活和建筑噪音污染执法方面，
共教育制止557 宗，
共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 7 宗。2019 年共教育制止生活和建筑噪音
污染 651 宗，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 21 宗。2020 年共查处建筑噪
声污染共 15 宗，生活噪声污染共 3 宗。单位提供的佐证资料难
以确定举报噪音污染（教育制止）完成情况，扣 0.50 分。本指
标得 1.50 分。
（7）2020 年度疫情防控工作
本指标考察 2020 年单位落实疫情防控的产出完成情况。要
求及时开展普查核实工作、值守检查、大力宣传等多项疫情管控
措施，顺利完成助力复工复产复学。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
得分率 100.0%。
疫情刚发生时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及时反应，制定城管领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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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应急预案；成立小组协助镇防控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 4 个
疫情防控检查点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体温检测，
扎牢了第一道防线，加大城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力度，向群众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2020 年 3 月中旬疫情受到控制情况下，寮步城
管执法分局助力群众企业复工复产复学，顺利完成工作任务。
（8）清理牛皮癣、乞讨、流浪者专项
本指标考察项目支出“清理牛皮廯、乞讨、流浪者承包专项”
的产出完成情况。要求牛皮廯清除率 95%，乞讨流浪者劝离率
100%，符合条件乞讨流浪者收治率 95%。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专项工作承包给专业公司执行，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专人督查，
考查每月度考核评分表，两片区均能达到 90、95 分的考核合格
标准，牛皮藓清除率能达到 95%,乞讨者流浪者劝离情况及符合条
件收治情况良好。
（9）“城市六乱”整治工作
本指标考核单位整治“城市六乱”工作的产出完成情况。要
求年度整治六乱达 35000 宗以上，考核六乱管理死角情况。指标
分值 2 分，得 1.50 分，得分率 75.0%。
2018 全年共整治城市“六乱”39181 宗，同时由市场化专业
公司清“癣”37456 处； 2019 年共整治城市“六乱”36335 宗，
由市场化专业公司清“癣”38338 处；2020 年共整治城市“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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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36 宗，由市场化专业公司清“癣”57098 处。城市“六乱”
易发反弹，横街内巷仍存在部分管理死角，“脏乱差”问题反复
出现，扣 0.50 分。综上，本指标得 1.50 分。
（10）城市综合管理宣传教育工作
本指标考察核单位管理领域宣传工作的产出完成情况。要求
利用现场咨询会、LED 屏广告、电视、微信公众号、宣传单张等
多样式开展扫黑除恶、城市管理等宣传工作。年度开展现场咨询
活动不少于 12 场次，派发资料达预期目标。本指标分值 2 分，
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 2018 年全年共在频道插播城管宣传短片
950 次、新闻报道城管执法动态 109 篇，更新微信公众号信息 291
条、官方微博信息 301 条、LED 屏宣传标语 120 条。2019 年共在
电视频道共插播城管宣传短片760 次、
新闻报道城管执法动态118
篇，推送微信公众号信息 168 条、微博信息 192 条，在全镇各主
干道和人流密集点共设置了 LED 屏 10 块，循环播放城市管理各
类宣传标语 60 条，活动现场共派发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燃气
安全等宣传手册 10960 余份。2020 年重点做好城管战“疫”、防
御强雷雨、“安全生产月”、生活垃圾分类、燃气安全等宣传教
育相关工作，经统计，2020 年以来共报送城管信息 167 篇。2018
年开展现场宣传咨询会 16 场，2019 年开展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19
场，派发宣传资料共计 40900 份；2020 年共开展 14 场现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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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派发城市管理、扫黑除恶等宣传手册 6740 份。宣传工作
达标、到位，本指标得 2.00 分。
5.履职情况效益部分
履职效益部分由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公众满
意度四个指标构成，该指标分值 25 分，得 22.61 分，得分率为
90.4%。
表 3-5 履职情况效益部分得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城市整洁度提升

3

2.50

83.3%

城管范畴投诉结案率

3

2.93

97.7%

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

3

2.17

72.3%

辖内流浪乞讨人员滋事闹事
零发生率，牛皮廯清理在城
管精细化考核中的成绩

2

2.00

100.0%

处理违章建筑，实现“新增
违建零增长、历史违建负增
长”目标

2

1.50

75.0%

2020 年度疫情防控成果

2

2.00

100.0%

噪音污染（施工噪音、生活
噪音）控制得当

2

1.80

90.0%

提升城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
识和执法规范水平

1

1.00

100.0%

可持续影响
（2 分）

社会关注度上升

2

2.00

100.0%

公众满意度
（5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4.71

94.1%

环境效益
（3 分））

履职情况效益
部分（25 分）
得 22.61 分
得分率：90.4%

社会效益
（15 分）

四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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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效益—城市整洁度提升
指标考核整治六乱、整治泥头车、清理牛皮癣流浪者、整治
违章建筑违规广告灯等行动对城市整洁度的提升作用。指标分值
3 分，得 2.50 分，得分率 83.3%。
城市整洁度提升体现在精细化城管考核群众满意度中，总体
满意度基本在 85%以上，有 3 个季度满意度在 85%以下，成绩反
复，城市六乱卫生死角和不规范广告灯屡禁不止，提升作用不明
显，扣 0.50 分。泥头车管控得当，违章建筑管治取得良好成绩。
2018 年全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 1278 宗，拆除违法广告共
412 宗。2019 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 1081 宗，拆除违法广
告共 115 宗。 2020 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 557 宗，共拆除
违法广告 58 宗。拆除宗数降低，表明违法广告数量下降，商家
群众逐渐有规范审批意识。但商铺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道
树、绿化带、灯杆等随意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况屡禁不止，仍需加
强工作。
（2）城管范畴投诉结案率
本指标考核投诉处理、解决问题的效率，取 3 年平均分。指
标分值 3 分，得 2.93 分，得分率 97.7%。
据资料统计，2018 年投诉结案率为 98.20%，2019 年为
97.65%，2020 年为 96.86%。指标得分为（98.2%+97.65%+96.68%）
*3/3=2.9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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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
本指标考核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成绩情况，
要求2018 至2020
年每季度考核成绩在 85 分以上，要求排名稳定，排名呈上升趋
势，要求评审结果排名获得上级单位肯定。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2.17 分，得分率 72.3%。
2018-2020 年度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寮步镇一些季度成绩
不理想，有 4 季度成绩在 85 分以下，本项得分=（8/12）%*1=0.67
分。 2018-2020 年度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寮步镇成绩较不稳
定，2018 年三季度排在东莞市 33 镇区 10 名以内，2019 年、2020
年未能取得 10 名以内成绩，酌情扣 0.5 分。主要荣誉方面，寮
步城管执法分局获得 2018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工作优秀单位、
2019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优秀单位、2020 年东莞市城市
管理工作良好单位，工作得到上级肯定。综上，本指标得 2.17
分。
（4）辖内流浪乞讨人员滋事闹事零发生率，牛皮廯清理在城
管精细化考核中的成绩
本指标考核“清理牛皮廯、乞讨、流浪者”项目效果，要求
乞讨者、流浪者滋事闹事 0 发生率，清理牛皮廯在城市精细化管
理考核中达标。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乞讨者、流浪者滋事闹事事件，考查 3 年内每月度专项考核
评分表，无发生滋事闹事记录。牛皮廯清理事项，在城管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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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中作为主要问题在 2018 年第 1、2 季度提及，经过大力整治，
2018 年 3 季度至 2020 年 4 季度考核情况良好，达标。综上，本
指标得 2.00 分。
（5）处理违章建筑，实现“新增违建零增长、历史违建负增
长”目标
本指标考核 3 年内寮步城管执法分局严查严控违章建筑成
果。要求 2018 至 2020 年新增违章建筑逐年减少，历史违章建筑
得到逐年解决。指标分值 2 分，得 1.50 分，得分率 75.0%。
2018 年至 2020 年治理违章建筑面积逐年增多，2020 年小区
违建问题呈现越来越尖锐迹象，无资料显示寮步违章建筑发展势
头得到有效遏制，扣 0.5 分。历史违章建筑得到逐年解决方面，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提供的 2018、2019、2020 年度违章建筑治理
工作考核资料（2018 年 9 月关于印发《东莞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年度考核方案》的通知（东城管委办〔2018〕60 号））显示，寮
步城管执法分局取得较好的考核成绩。综上，本指标得 1.50 分。
（6）2020 年度疫情防控成果
本指标考核 2020 年单位防疫管控工作的成果。要求辖区内
无发生疫情传播事件，复工复产顺利。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严防严控疫情，2020 年度内寮步镇无发生疫情传播事件，
2020 年 4 月群众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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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噪音污染（施工噪音、生活噪音）控制得当
本指标考核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处理噪音污染
（建筑施工噪音、
社会生活噪音）投诉成果。要求投诉群众电话回访满意度≥95%。
指标分值 2 分，得 1.80 分，得分率 90.0%。
建筑噪声投诉较多，而在建楼盘噪声扰民投诉情况较为突出，
主要违法行为有违规使用锤击桩（或蒸气桩）及无证夜间施工行
为。各执法中队严格遵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对于屡教
不改仍违规使用施工设备或无证夜间施工的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查看处罚记录，有在建楼盘跨年度屡次出现噪音污染法立案查处
罚款现象，处罚多达 5 次，如寮步镇蟠龙路万科东新翡翠松湖三
期工地、寮步镇富竹山珑远翠珑湾花园项目工地等等。噪音污染
处理较为困难，本指标酌情扣 0.2 分，得 1.80 分。
（8）提升城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规范水平
本指标考核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提升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执法
水平的效果。指标分值 1 分，得 1.00 分，得分率 100.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持续抓好队伍建设和规范化运作，经常性
组织业务培训，对分局队伍实行量化考核，开展违法建筑查处工
作指引、突发事件处置、行政执法业务、民典法认知等各种业务
制度流程培训，持续提升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
（9）可持续影响--社会关注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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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考察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的社会影响力和专家组现场调
研情况。要求宣传咨询活动参与人数逐年上升，宣传项目在群众
中传播广收益大，调研期间情况良好。指标分值 2 分，得 2.00
分，得分率 100.0 %。
单位资料显示城管宣传工作逐年扩大，满意度调查周边群众
显示城管工作得到较高的评价。专家组现场调研期间，寮步镇市
容整洁，户外广告管理规范，街道卫生良好，城管工作较为到位。
（10）公众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调查公众对政府单位工作、服务的满意度，了解公众心
中的政府服务态度，是政府倾听和吸取公众意见、实现公共政策、
财政资金支出、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持续改善的重要方式。指标
分值 5 分，得 4.71 分，得分率 94.1%。
2018-2020 年度寮步城管执法分局部门整体支出满意度线上
调查共设 11 条问题，其中 10 条选择题，1 条问答题。共计 513
人参与线上调查问答，513 份有效问卷。满意度分析，详情参看
附件 2。数据统计，群众满意度为 94.1%。本指标得分=满意度
*5=4.71 分。
问答题“对城管综合执法寮步分局工作的建议”中，群众提
出了优化性的建议：
一是增加培训，提高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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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各村住宅区的宵夜档噪音扰民、环境污染治理，烧
烤档的污染已存在多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三是多宣传垃圾分类。
四、项目主要绩效
2018-2020 年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在东莞市市委市政府、寮步
镇镇委镇政府和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正确领导下，按
照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落实的工作思路和市委市政府、
镇委镇政府年度工作部署，
紧紧围绕年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要求，
全面履行工作职责，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努力
提升城市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在完成 2018-2020 年年度综合
执法和重点工作任务方面取得较好的绩效，使寮步镇的城市环境
秩序进一步提升，使城市管理水平跃上新台阶。
1.加强违章建筑治理，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2018-2020 年
度违章建筑治理任务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对违章建筑采取零容忍原则整治处理，保
持对违章建筑高压姿态，发现一宗治理一宗。2018 年下达年度任
务 42 万平方米，完成治理 46 万平方米，超额完成任务；2019 年
下达年度任务 134 万平方米，全年完成治理面积 141 万平方米，
超额完成任务；2020 年完成治理 115.2 万平方米，年度任务完成
率为 110.48%。
2. 持续提升城管派遣案件处置效率，保持投诉案件高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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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加强对城管派遣案件的处置力度，多措施
并举提高案件处置效率和解决问题能力，2018 年至 2020 年案件
处置效率得到持续提升，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效能。据统
计，2018 年城管派遣案件处置率为 93.3% ，2019 年为 99.6%，
2020 年为 99.7%。强调对投诉件及时处理，每一宗投诉都做到有
登记、有批办、有催办、有回复。据资料统计，寮步城管执法分
局 2018 年至 2020 年城管范畴投诉案件办结率分别为 98.20%、
97.65%和 96.86%，持续保持投诉案件高办结率。
3.实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使城市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以东莞市政府部署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工作为契机，寮步
城管执法分局加强城镇“六乱整治”，强化违章执法和精细化管
理，大力开展泥头车“全封闭”整治、户外广告规范整治、噪音
污染劝止查处、违章建筑严查严控、工地及渣土规范管理等多项
行动，推进“行走寮步”“洁净城市”等专项活动，全面落实城
市精细化管理责任制，
抓好城管队伍业务培训工作和规范化运作，
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成绩达标，
使城市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获得 2018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工作优秀单位、
2019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优秀单位、2020 年东莞
市城市管理工作良好单位，工作得到上级肯定。
4. 持续强化城管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城市管理意识和守
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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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多年来坚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活动，通过 LED 电子宣传栏、电视媒体平台、微信微博公众号、
悬挂横幅海报、现场宣传咨询活动、派发宣传单张等多种形式大
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违章建筑治理、垃圾分类、信访法规、
城市管理法规、燃气安全、蓝天保卫战、民法典等多项城管综合
执法政策、法规和倡导，引导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城市管理工作，
提高市民的城市管理意识和守法意识，
创造良好的城管执法氛围。

五、项目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存在问题
1. 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预算无年中调整，预算执行率存
在提升空间
《寮步城管分局财政预算编制管理工作指引》（2017 年 5 月
17 日制定）指出预算编制要涵括基本支出和一般项目支出，要求
实事求是、突出重点、长远规划分局工作，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
益。以寮步镇人大会议核定下达年度预算指标为基础，寮步城管
分局在 2018、2019 年度存在预算超支情况。2018 年核定下达预
算指标 2524.38 万元，年底决算 3764.66 万元，超支 1240.28 万元。
2019 年核定下达预算指标 3395.55 万元，年底决算 3649.59 万元，
超支 254.04 万元。2020 年核定下达预算指标 3535.97 万元，年底
决算 3440.65 万元，预算支出执行率 97.3%，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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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018 年、2019 年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且寮步城管执法分
局考核年度内没有在年中就预算执行情况向财政分局提出预算调
整申请，年终决算出现预算超支情况，预算执行率存在较大的提
升空间。寮步城管执法分局预算编制准确性 2018-2020 年总体处
于提高阶段，
2020 年预算编制较为准确，
预算执行率达到了 97.3%
的较高水平。2019 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大于预算安排。
2. 单位内控制度有缺失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欠缺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的预算绩效
管理制度，欠缺按《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求结合本单
位实际制定的政府采购、项目管理等制度。
3. 财务规范性有待加强，单位决算表上项目支出的数据和财
政分局的数据不一致，固定资产管理存在个别账实不符情况
单位财务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决算表
上的多项项目支出数据和财政局分局提供的数据不一致，根据单
位财务管理制度，城管分局的决算金额由两部分组成，即财政拨
款自行支付和财政直接支付，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情况。固定资
产管理方面，存在个别账实不符情况，部分资产折旧完后仍在使
用如 8 台执法摩托车，仍能产生油费维护费用，但是在资产明细
表却没有体现。
4. 绩效管理认知度有待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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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编制的 2018 -2020 年阶段性年度绩效
目标分解成的具体重点工作任务与本年度单位预算资金匹配性有
待加强，一些重点项目工作在年初人大会议下核的预算内容中无
反映。
二是绩效指标设置水平有待提高。单位设置的 2018-2020 年
每年度的绩效指标存在以下问题：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完整，未能
全面反映单位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绩效指标的设置数量不足，未
能涵盖全部核心工作；2018 年绩效指标设置与预算规模联系欠紧
密； 设置的绩效指标未量化，无设置指标值，难以衡量。
三是绩效自评工作数据填写有待完善，反映出绩效管理认知
度不足、绩效指标设置水平有待提高。项目自评资料未能提供齐
全，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二）改进建议
1. 细化预算编制，提高财政预算的准确性，提升预算执行率
单位年度整体支出预算编制，建议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提
高财政预算的准确性。单位年度整体支出可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基本支出预算可根据单位人数、下发文件和往年标准编制，
年度预算编制重点在项目支出预算。项目支出又可为运转性项目
支出和专项项目支出。运转性项目大多具有持续性，而且主要负
责的股室对于要实施的项目掌握了较多信息，可以在往年预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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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由申报的股室根据具体任务内容进行填报。专项项目一般包
括跨年度持续型项目、常规性年度项目和新项目。跨年度项目可
以以上年的支出作为测算的基础并考虑应付未付款；常规性年度
项目也以上年实际支出作为基准；新项目以可行性研究和方案作
为测算基础。要求明确项目用途，细化项目成本核算。在项目申
报阶段对项目实施的程序、流程、可能存在的问题做比较清晰的
考虑，全面核算项目可能涉及的成本，做到预算的精细化。对突
发事件所增加的费用要合理预估，预留一定费用。通过将部分专
项资金提前明确支出用途、方向和金额，可以提高部门预算的准
确性。
在预算执行期间，建议半年度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预
算指标调整申请。建议单位项目负责人员和财务人员在费用开支
审批时留意该项目预算额度是否有额度，
随时掌握预算额度情况，
避免超预算开支。 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年中调整预算指标，加
强项目实施过程的监控，可以提升单位整体支出的预算执行率。
2. 完善单位内控制度
建议完善单位内控制度，按照绩效管理下发文件、《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绩效管理制度、
政府采购、项目管理等内控制度。
3. 进一步加强财务规范性建设，规范固定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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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财务规范性建设，建议建立往来账目管理，核对财政直
接支付的每一笔开支，统计决算金额时保持统计口径一致。统计
决算金额时根据成本分配标准的受益性原则，即谁受益，谁负担。
城管分局的决算金额由两部分组成，即财政拨款自行支付和财政
直接支付，建议都统计完整。
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建议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培训，规范会
计核算，保证帐实一致。建议完备交接签收手续。组织定期和不
定期盘点，盘点由资产管理员和财务人员共同完成，盘点表应由
双方签字存档方为有效。
4. 成立内部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建议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可根据上级预算绩效管理等有关政策
要求，成立单位内部的绩效管理工作小组。加强本单位内部的制
度培训和对本单位项目支出的绩效考核，督促项目过程中的绩效
管理监督实施。加强对单位相关人员的绩效专题培训，让其深入
了解绩效管理的重要性，普及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并掌握如何有
效开展实施绩效管理，推进绩效管理工作顺利实施，从而帮助提
高项目实施成效和资金使用效益。
六、附件
附件 1： 2018-2020 年度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寮步
分局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48

附件 2：满意度调查结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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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2020 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第三方机构：东莞市众信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被评价单位：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名称

名称

财政
管理
情况
评价

权重(%)

50

预算
资金
管理

三级指标
权重(%)

33

名称

权重(%)

名称

指标说明

8

主要考核单位预算执行
管理情况。

预算调整率

5

主要考核单位整体支出
的预算调整情况，该指标
为预算完成率的修正指
标。

5

评分标准

备注

评分

评分说明

2.31

无提供镇财政局通报预算执行率资料。2018 年单位预算超
支1240.28 万元，2018 年预算完成率不得分。2019 年单位
预算超支254.04 万元，2019 年预算完成率不得分。2020
年单位预算支出执行率97.3%，2020 年预算完成率得分为
6.92。按评分规则，2018 至2020 年度3 年预算完成率得分
6.92/3=2.31。

4.00

2018 年至2020 年3 年内，寮步分局没有对年度预算进行过
调整。寮步分局无权对预算进行调整，但可以根据预算执行
情况向寮步财政分局提出调整申请，
经核准批复后调整预算
指标。本指标酌情扣1 分，得4 分。

3.17

2018 年度财政收入差异率=∣（3764.66-2524.38）
/2524.38*100%∣=49.1%,按计分标准此指标2018 年度不得
分；2019 年度财政收入差异率=∣（3649.59-3395.55）
/3395.55*100%∣=7.48%，按计分标准此指标2019 年度得
4.0 分；2020 年度财政收入差异率=∣（3440.65-3535.97）
/3535.97*100%∣=2.7%，
按计分标准此指标2020年度得4.5
分。综合，此指标得分=9.5/3=3.17.

权重(%)

预算完成率

财政拨款收
入预决算差
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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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指标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
算编制准确性

本指标得分=（预算支出执行率-80%）
/(100%-80%)×8；
1.超支、预算支出执行率低于80%的，
不得分；
2.本指标中预算支出执行率根据镇财
政局（国库处）通报的情况整理计算。
3、取2018 至2020 年3 年预算执行率
平均值。
本指标得分=预算调整率×5。
预算调整率=（1-｜预算调整金额/年初
预算｜）×100%
1.预算调整金额不论调增或调减，均取
绝对值；
2.预算调整金额和年初预算均不包含
人员经费。
3、取2018 年至2020 年3 年预算调整
率平均值。
财政拨款收入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
*100%｜。
1.差异率=0，本指标得满分；
2.每增加5%（含）扣减0.5 分，直至扣
完为止。
3、取2018 年至2020 年3 年预算调整
率平均值。

根据单位决算报
表计算

收入决算数根据
2018、2019、2020
年度单位决算报
表财决01-1 表计
算，收入调整预算
数根据下达单位
的预算经费指标
数计算

政府采购执
行率

公用经费控
制率

财务合规性

5

2

本指标得分=政府采购执行率×2。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
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1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
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政
本项不得分。
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
（注：政府采购预算是采购机关根据事
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
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取2018 年至2020 年3 年预算调整率平
均值。

3

本指标中公用经
费根据2018 至
2020 年度部门决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
算报表财决01-1
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与
1.“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 表（财政拨款支出
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
的三公经费数,得1 分，否则不得分；
决算总表）相关数
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2.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
据对比核定，三公
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 费调整后预算数，得2 分，否则不得分。 经费根据部门决
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算附表《部门决算
相关信息统计表
表》相关数据对比
核定。

反映部门（单位）资金支
出规范性，包括资金管
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
严格执行；是否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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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项支出的合规性1 分，资金管理、
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
1 分，合同管理合法规范的得1 分。
2.重大项目支出经过评估论证和必要
决策程序的得1 分，否则酌情扣分。
3.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得1 分，否则酌情扣分。
存在以下情况的该项不得分：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的不得分。

本指标根据年度
单位决算报表附
表《政府采购情况
表》计算。

2.00

根据单位年度决算公开报告，2018 年至2020 年度，寮步分
局没有安排政府采购计划年初预算。经现场调研会沟通，城
管寮步分局表示财政分局没有硬性要求单位使用资金较大
的项目支出走政府采购行类流程。。

2.67

2018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47.4 万元，实际支出35.91
万元；2019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50.98 万元，实际支
出57.06 万元；2020 年年初安排“三公”经费54.2 万元，
实际支出31.52 万元；2018 年和2020 年实际支出数小于预
算安排，各得1 分，2019 年实际支出大于预算安排，不得
分，综上，此指标得2/3=0.67 分。2018 年日常公用经费预
算安排核定数为278.92万元，
年中无调整，
决算数为204.74
万元；
2019年日常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核定数为296.84万元，
年中无调整，决算数为208.66 万元；2020 年日常公用经费
预算安排核定数为245.82 万元，年中无调整，决算数为
186.40 万元。3 年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均小于人大会议核
定安排预算数，此指标得2 分。综上，公用经费控制率指
标得2.67 分。

4.50

1、事项支出合规性：事项支出按当年的批准的财政预算使
用，没预算立项的单位提供了相关的镇政府批复等文件依
据；2、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方面单位提供了部门财
务制度、预算经费管理暂行规定、资金管理制度，费用支出
有相关的审批制度和流程，支付有相关的流程，考核证明及
拨款支付请示，5 个项目提供了相关的招投标文件。但单位
决算表上的项目支出数据和财政局分局给出的数据对不上，
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情况。此项扣0.5 分；3、合同管理方
面单位提供了“寮步城管分局合同管理制度”，条款具指导
作用。项目合同对质量标准提出了详细的要求。4、重大项
目支出按财务管理制度，分开金额大小由不同负责人审批，
有必要的决策程序。5、资金拨付提供了评分考核表、发票、
支付申请审批表和支付证明，齐全。综上，本指标得4.5
分。

管理制度健
全及执行有
效性

绩效目标明
确性

绩效
管理
情况

单位绩效运
行监控开展
情况

4.00

1、单位提供了资金管理制度、预算经费管理暂行规定、三
重一大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手册、保密制度、合同管理办法
等，制度较为齐全，欠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
求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的项目管理、政府采购等制度；扣
0.5 分。2、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有效执行，单位
提供了项目镇政府批复文件、项目招投标文件、支付凭证等
资料。3、寮步城管分局无制定本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提供了预算经费管理暂行制度，扣0.5 分。4、单位提供了
项目绩效支出目标申报及信息情况自评表等资料。5、提供
了合同管理制度。

3.0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设定的2018 至2020 年度整体绩效目标
能较好地对应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的主要核心职能，
符合东莞
市城市管理发展战略工作要求。能细化为若干子目标，落实
到相关业务处室。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反映部门年度主要工作
任务较为清晰。参看年度预算报表和决算报表，整体绩效目
标分解成的具体工作任务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匹配性有
待加强，以2018 年度为例，预算项目支出20 个，决算支
出34 个，个别主要工作大项目支出如“巡查清理队伍服务
费”
“制服统一换装购置费”
“存量建筑普查工作专项经费”
未列入2018 年度预算，次处扣1 分。综上，指标得3 分。

（1）与资金使用
单位座谈；
（2）收集资料与
数据；
（3）专家组对资
料开展分析与评
估。

3.00

绩效指标设置水平有待加强。1、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完整，
未能全面反映单位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可增设投诉办结率、
数字城管平台派遣案件处理率、违章建筑处理完成率等等。
2、重要性方面，绩效指标的设置指向年度重点工作，但指
标设置数量不足，未能涵盖全部核心工作。3、2018 年绩效
指标设置与预算规模联系欠紧密，2020 年设置绩效指标数
量过少，不匹配预算资金规模。2019 年稍好。4、3 年的绩
效指标未量化，无设置指标值，难以衡量。综上，绩效指标
有效性扣1 分，得3 分。

需符合镇财政发
文规定的时间和
方式，具体以财政
一体化系统中数
据为准。

3.00

单位提供了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和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表，按寮步财政分局要求完成了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5

部门（单位）是否制定并
严格执行了相应的预算
资金、财务管理和预算绩
效管理制度等，用以反映
部门的管理制度对其完
成主要职责和促进事业
发展的保障情况。

4

本指标得分由第三方机构评定。符合以
下要求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1）
完整性：绩效目标的各项要素填报是否
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设置
完整规范、绩效目标是否完整反映单位
是否完整、相关、可行，
整体（项目）支出内容。（2）相关性：
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整
单位整体（项目）支出是否与单位职能、
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
事业发展规划等相关，绩效目标的设定
况。
是否与支出内容相关。（3）可行性：
绩效目标与预算资金规模是否匹配，能
否如期实现。

（1）与资金使用
单位座谈；
（2）收集资料与
数据；
（3）专家组对资
料开展分析与评
估。

4

本指标得分由第三方机构评定。符合以
下要求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1）
单位设置的绩效指标是
完整性：绩效指标是否完整反映绩效目
否完整、全面、贴合反映
标内容。（2）重要性：绩效指标是否
单位本年度的履职情况，
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
指标值是否合理，用以反
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3）可行性：
映和考核单位依据整体
与预算资金规模是否匹配，绩效指标的
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
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能否如期实现。
指标与单位职能的相符
（4）可衡量性：绩效指标是否细化和
性。
量化，指标值是否合理，是否可比较或
可评定。

14
绩效指标有
效性

1.单位制定了财政资金管理、内部财
务、内部控制等制度的，得1 分；
2.上述资金、财务和内控制度得到有效
执行，能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得1 分；
3.单位制定了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的得1 分；
4.单位落实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在本
级及下属单位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能
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得1 分。 5、提
供了合同管理制度，
合规有效的得1 分。

3

本指标得分=已按时报财政备案运行监
控项目数量/应备案项目数量×100%×
3

单位有没有按要求完成
运行监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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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
效自评情况

资产管理安
全性

资产
管理

50

产出

需符合区财政发
文规定的时间和
方式，具体以财政
一体化系统中数
据为准。

1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
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
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
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安全运行情况。

1.资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相符
的，得0.5 分；
2.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
上缴，得0.5 分。

（1）与资金使用
单位座谈；
（2）收集资料与
数据；
（3）专家组对资
料开展分析与评
估。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
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
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固
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 分；
2.90%＞比率≥75%的，得1.5 分；
3.75%＞比率≥60%的，得1 分；
4.比率＜60%的，得0 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1）本指标根据
《固定资产明细
表》、《资产盘点
表》等统计数据；
（2）现场座谈、
勘验、核查情况；
（3）专家组对资
料开展分析与评
估。

考察市数字城管平台、镇
网格中心派遣和自行采
集案件寮步城管执法分
局处置效率和解决问题
能力。处置率预期目标
99%。

当（指标完成值/
预期值）
＞1.5 时，
则指标预期值属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4 分；
于明显过低，相应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99%（得100%配
扣分。若存在指标
分），≥95%（得95%配分），≥90%（得 预期值设置明显
80%配分），≥80%（得50%配分），低 过低的情况，按超
于80%（0 分）；
过完成值1.5倍的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百分比扣减指标
分值，每超过
0-0.1]，则扣指标
分值20%

3

固定资产利
用率

履职
情况
评价

3

单位是否组织对所有财
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自
本指标得分=已按时报财政备案绩效自
评，绩效自评是否遵循客
评项目数量/应备案支出项目数量×
观、真实、有效的原则，
100%×3
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组
织绩效自评的情况。

25

年度工作完
成率

2

25

城管派遣案
件处置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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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2020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22 个，提供了18 个项目的自评报
告；2019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30 个，提供了22 个项目的自
评报告；2018 年度单位项目支出34 个，只提供了2 个项目
的自评报告。自评报告中，数据填写有待完善，预算执行率
填写错误较多。综上，本指标扣0.5 分，得2.5 分。

0.5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析报
告”和“2020 年12 月资产折旧（摊销）汇总表”显示，单
位资产配置合理、保管完整，账实存在个别问题，部分资产
折旧完后仍在使用如8 台执法摩托车，仍能产生油费维护
费用，但是在资产明细表却没有体现。国有资产分析报告上
报及2020 年度单位决算报表证实，2020 年度无产生国有资
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综上，本指标扣0.5 分，得0.5
分。

2.00

寮步城管执法分局“2020 年12 月资产折旧（摊销）汇总表”
表明单位固定资产总额276 个，现场调研过程中确认报废
的固定资产按内控手册中“资产管理制度”的资产报废管理
流程处理，固定资产使用比率达100%。固定资产利用率≥
90%的，指标得2 分。

3.73

2018 年分局全年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3088 宗案件，其
中完成处置2836 宗，完成处置率达91.8%，在镇网格中心
派遣平台共收到1092 宗，其中完成处置1062 宗，完成处
置率达97.2%。
2019 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8398 宗案件，
其中完成处置8298 宗，完成处置率98.8%；其中在网格中
心平台共收到1422 宗案件，完成1411 宗，完成处置率为
99.2%；自行采集19200 宗，完成19200 宗，完成处置率为
100%。2020 年在市数字城管平台共收到9369 宗案件，其中
完成处置9270 宗，完成处置率为98.9%；在镇网格中心派
遣平台共收到4702 宗，其中完成处置4685 宗，完成处置
率为99.6%；自行采集案件24000 宗，完成处置24000 宗，
完成处置率为100%。统计，2018 年处置率93.3% 2019 年
处置率99.6% 2020 年处置率99.7%。按计分标准，指标得
11.2/3=3.73 分。

城管范畴投
诉件处置率

垃圾收运处
置专项整治
行动（巡查清
理服务专项）

违章建筑处
理率

泥头车专项
整治行动

3

本指标考察单位工作职
责范畴投诉件的处理能
力和产出情况。处置率预
期目标100%。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3 分；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100%（得100%配
分），≥95%（得95%配分），≥90%（得
80%配分），≥80%（得60%配分），低
于80%（0 分）；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3

本指标考察巡查清理服
务专项工作的产出完成
情况。1、严控镇外垃圾
输入；2、从严查处违法
倾倒、排放行为；3、对
工业固体废物进行清理
及无害化处理。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3 分；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100%（得100%配
分），≥90%（得80%配分），≥80%（得
60%配分），≥70%（得40%配分），≥
60%（得20%配分），低于60%（0 分）；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3

本指标考察单位处理辖
区内违章建筑任务的产
出完成情况。
1、完成年初制定拆除违
章建筑面积任务目标；2、
处理率达到100%；3、拆
除率达标。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3 分；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100%（得100%配
分），≥95%（得90%配分），≥90%（得
80%配分），≥80%（得60%配分），≥
70%（得40%配分），低于70%（0 分）；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2

本指标考察单位推进“泥
头车专项整治”行动任务
的产出完成情况。
1、被查处违规泥头车整
治率100%； 2、整治
行动从执法查处、源头管
控、污染治理三阶段落
实。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100%（得100%配
分），≥90%（得80%配分），≥80%（得
60%配分），≥70%（得40%配分），≥
60%（得20%配分），低于60%（0 分）；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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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投诉件属于以下范畴的，按寮步分局工作制度，必须受理处
置。1、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违反有关城市管理法律、
法规、规章行为的检举、投诉；2、相关行政机关移送处理
的违反有关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3、市人大
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和市民监督反映的违反
有关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4、上级领导批办
件。佐证资料证实，城管范畴符合以上标准投诉件处置率达
到100%。

2.50

考查巡查清理队伍服务费专项3 年度整治服务月度评分表，
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良好，能严控镇外垃圾输入，对责任辖区
内,发现工业垃圾未及时清理及无害化处置的情况出现次数
较多，扣0.5 分。综上，本指标得2.5 分。

3.00

1、2018 年市对寮步镇下达的违建治理任务为42 万平方米，
完成治理46 万平方米，实现超额完成；2019 年市寮步镇下
达的违建治理任务为134 万平方米，全年已完成治理面积
141 万平方米；2020 年完成治理115.2 万平方米，任务完
成率为110.48%，统计任务完成率，2018 年109.5%，2019
年105.3%，2020 年110.5%。2、违章建筑采取零容忍原则
整治处理。3、2018 年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筑共52
宗，其中拆除49 宗；2019 年共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
筑共60 宗，其中拆除59 宗。2020 年共拆除违反城市规划
的违法建筑150 宗。2018 年9 月关于印发《东莞市违法建
设治理工作年度考核方案》的通知（东城管委办〔2018〕60
号）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建
成区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五年行动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粤建执〔2017〕117 号），以年度对各镇
园区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工作考核，寮步分局提供了2018、
2019、2020 年度考核资料，寮步分局考核情况良好。本指
标得3.00 分。

2.00

1、2019 年成立寮步镇规范泥头车密闭运输管理领导小组，
制定《规范泥头车密闭运输管理实施方案》，由城管分局牵
头9 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每月不定期两次执法
行动，强化巡查执法，发现违规一例整治一例，违规整治率
达100%。2、联合行动中责任分工，城管部门交通局负责执
法查处，住建局重点办负责源头管控，城管分局和环基办负
责污染治理。

噪音污染（建
筑施工噪音、
社会生活噪
音等）查处

2020 年度疫
情防控工作

清理牛皮廯、
乞讨、流浪者
专项

“城市六乱”
整治工作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实际值达到预期值100%（得100%配
分），≥90%（得80%配分），≥80%（得
60%配分），≥70%（得40%配分），≥
60%（得20%配分），低于60%（0 分）；
3.项目完成后绩效明显偏低，扣30 分。

2

本指标考察单位查处噪
音污染工作的产出完成
情况。要求：举报噪音污
染处理（教育制止）完成
率100%。

2

本指标考察2020 年单位
落实疫情防控的产出完
成情况。1、开展普查核
实工作，值守检查、大力
宣传等多措施开展疫情
管控情况；2、助力复工
复产复学情况，顺利完
成。

2

本指标考察项目支出“清
理牛皮廯、乞讨、流浪者
承包专项”的产出完成情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况。
1、
牛皮廯清除率95%；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2、乞讨流浪者劝离率
3.目标实现<60%，得0 分。
100%。3、符合条件乞讨
流浪者收治率95%。

2

本指标考察单位整治“城
市六乱”工作的产出完成
情况。1、年度整治六乱
达35000 宗以上；2、六
乱管理死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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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3.目标实现<60%，得0 分。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3.目标实现<60%，得0 分。

1.50

2018 年在生活和建筑噪音污染执法方面，共教育制止557
宗，共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7 宗。2019 年共教育制止生活
和建筑噪音污染651 宗，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21 宗。2020
年共查处建筑噪声污染共15 宗，生活噪声污染共3 宗。单
位提供的佐证资料难以确定举报噪音污染（教育制止）完成
率情况，酌情扣0.5 分。本指标得1.5 分。

2.00

1、单位及时反应，疫情刚发生时制定城管领域疫情防控应
急预案；成立小组协助镇防控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4 个疫
情防控检查点对来往车辆人员进行24 小时不间断的体温检
测，扎牢了第一道防线。加大城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力度，
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2、2020 年3 月中旬疫情受到
控制情况下，寮步分局助力群众企业复工复产复学，顺利完
成工作任务。

2.00

专项承包专业公司执行，寮步分局专人督查，考查每月度考
核评分表，两片区均能达到90、95 分的考核合格标准，牛
皮藓清除率能达到95%,乞讨者流浪者劝离情况及符合条件
收治情况良好。

1.50

1、2018 全年共整治城市“六乱”39181 宗，同时由市场化
专业公司清“癣”37456 处； 2019 年共整治城市“六乱”
36335 宗，由市场化专业公司清“癣”38338 处；2020 年共
整治城市“六乱”27436 宗，由市场化专业公司清“癣”57098
处。2、城市“六乱”易发反弹，横街内巷仍存在部分管理
死角，“脏乱差”问题反复出现，扣0.5 分。综上，本指
标得1.50 分。

城市综合管
理宣传教育
工作

环境效益
效益

3

城市整洁度
提升

15

城管范畴投
诉结案率

2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3.目标实现<60%，得0 分。

2.00

3

整治六乱、整治泥头车、
清理牛皮廯流浪者、整治
违建违规广告灯等行动
对城市整洁度的提升作
用。1、整治六乱效果；2、
清理牛皮廯流浪者对市
容的提升；3、户外广告
的规范管理。

1.城市整洁度逐年提升得1 分。
2.整治六乱、违规泥头车、违规建筑提
升城市环境整洁度效果好得1 分。
3.规范户外广告得1 分。

2.50

1、城市整洁度体现在精细化城管考核群众满意度中，总体
满意度基本在85%以上，有3 个季度满意度在85%以下，成
绩反复，卫生死角和不规范广告灯屡禁不止，提升作用不明
显，扣0.5 分。2、泥头车管控得当，违建管治取得良好成
绩。3、2018 年全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1278 宗，拆
除违法广告共412 宗。2019 年共办结户外广告行政审批
1081 宗，拆除违法广告共115 宗。 2020 年共办结户外广
告行政审批557 宗，共拆除违法广告58 宗。拆除宗数降低，
表明违法广告数量下降，商家群众逐渐有规范审批意识。但
商铺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道树、绿化带、灯杆等随意
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况屡禁不止，仍需加强工作。综上，本指
标得2.5 分。

3

本指标考察投诉处理、解
决问题的效率。取3 年平
均分。

计分：结案率*3
1.达到100%目标实现值得3 分；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3.目标实现<85%，得0 分。

2.93

据统计资料，2018 年投诉结案率为98.20%，2019 年为
97.65%，2020 年为96.86%。指标得分为
（98.2%+97.65%+96.68%）*3/3=2.93 分。

25

社会效益

本指标考察单位管理领
域宣传工作的产出完成
情况。1、利用现场咨询
会、LED 屏广告、电视、
微信公众号、宣传单张等
多样式开展扫黑除恶、城
市管理等宣传工作。2、
年度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不少于12 场次，派发资
料达预期目标。

1、寮步分局2018 年全年共在频道插播城管宣传短片950
次、新闻报道城管执法动态109 篇，共更新微信公众号信
息291 条、官方微博信息301 条、LED 屏宣传标语120 条。
全年发布信息、悬挂横幅海报、发送工作动态、派发宣传单
张。2019 年共在电视频道共插播城管宣传短片760 次、新
闻报道城管执法动态118 篇，推送微信公众号信息168 条、
微博信息192 条，在全镇各主干道和人流密集点共设置了
LED 屏10 块，循环播放城市管理各类宣传标语60 条。活动
现场共派发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燃气安全等宣传手册
10960 余份。2020 年重点做好城管战“疫”、防御强雷雨、
“安全生产月”、生活垃圾分类、燃气安全等宣传教育相关
工作，经统计，2020 年以来共报送城管信息167 篇。2、2018
年开展16 场现场宣传咨询会，2019 年开展现场宣传咨询活
动19 场，派发宣传资料共计40900 份；2020 年共开展14
场现场咨询活动，派发城市管理、扫黑除恶等宣传手册6740
份。宣传工作达标，本指标得2.0 分。

56

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

处理违章建
筑，实现“新
增违建零增
长、历史违建
负增长”目标

噪音污染（施
工噪音、生活
噪音）控制得
当

1.85 分以上占比率*1 分；
2.成绩稳定，呈上升趋势得1 分，否则
酌情扣分；
3.排名曾在10 名以内，工作得到上级
单位、镇政府领导肯定酌情评分。

2

本指标考察“清理牛皮
廯、乞讨、流浪者”项目
效果，要求乞讨者、流浪
者滋事闹事0 发生率，清
理牛皮廯在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情况。

1.达到滋事闹事0 发生率得1 分；
2.清理牛皮廯清理率95%以上，在城管
精细化考核中达标得1 分；

2

3

年内辖内流
浪乞讨人员
滋事闹事零
发生率，牛皮
廯清理在城
管精细化考
核中的成绩

2020 年度疫
情防控成果

本指标考察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成绩情况
1、要求2018 至2020 年
每季度考核成绩在85 分
以上；
2、要求排名稳定，排名
呈上升趋势。
3、评审结果排名获得上
级单位肯定的

2

2

2.17

1、2018-2020 年度城市精细化管理考核中寮步镇成绩达标，
有的季度得分不理想，有4 季度成绩在85 分以下，本项得
分=（8/12）%*1=0.67 分；2、2018-2020 年度城市精细化
管理考核中寮步镇成绩较不稳定，2018 年三季度排在东莞
市33 镇区10 名以内，2019 年、2020 年没取得10 名以内
成绩，酌情扣0.5 分。3、主要荣誉：城管寮步分局获得2018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工作优秀单位、2019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工作优秀单位、2020 年东莞市城市管理工作良
好单位，工作得到上级肯定。综上，本指标得2.17 分。

2.00

1、乞讨者、流浪者滋事闹事事件，考查3 年内每月度专项
考核评分表，无发生滋事闹事记录。2、牛皮廯清理事项，
在城管精细化考核中作为主要问题在2018 年第1、2 季度
出现，经过大力整改，2018 年3 季度至2020 年4 季度清理
情况良好、达标。综上，本指标得2 分。

1、2018 年至2020 年新增违章建筑逐年
本指标考察3 年内单位
减少，得1 分；
严查严控违章建筑成果。 2、历史违章建筑得到逐年解决，得1
分。

1.50

1、2018 年至2020 年治理违章建筑逐年增多，2020 年小区
违建问题呈现越来越尖锐迹象，
无资料显示寮步违章建筑发
展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扣0.5 分。 2、历史违章建筑得到
逐年解决方面，市政府违章治理考核通报显示，寮步分局完
成情况良好。本指标得1.50 分。

本指标考察2020 年单位
防疫管控工作的成果。1、 1.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值得2 分；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辖区内无发生疫情传播
事件；2、复工复产顺利。

2.00

1、严防严控，2020 年度内寮步镇无发生疫情传播事件；2、
2020 年4 月群众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顺利。

1.80

建筑噪声投诉较多，而在建楼盘噪声扰民投诉情况较为突
出，主要违法行为有违规使用锤击桩（或蒸气桩）及无证夜
间施工行为。各执法中队严格遵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
则”，对于屡教不改仍违规使用施工设备或无证夜间施工的
行为依法立案查处。查看处罚记录，有在建楼盘跨年度屡次
出现噪音污染法立案查处罚款现象，处罚多达5 次，如寮
步镇蟠龙路万科东新翡翠松湖三期工地、
寮步镇富竹山珑远
翠珑湾花园项目工地等等。噪音污染处理较为困难，综合考
虑本指标酌情扣0.2 分，得1.80 分。

本指标考察单位处理噪
音污染（建筑施工噪音、
1.达到预期目标得2 分；
社会生活噪音）投诉成
2.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酌情扣分；
果。要求投诉群众电话回
访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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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管执
法人员的法
律意识和执
法规范水平

1

本指标考察单位提升执
法人员法律意识和执法
水平的效果。

城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规范
水平有所提升得1 分。

2

本指标考察城管分局的
社会影响力。
1.宣传咨询活动参与人
数逐年上升；
2.宣传项目在群众中传
播广，收益大。

1.宣传规模逐年扩大，
成果显著得1 分；
2.城管工作逐年受到群众认可，专家组
现场调研认可城管工作，得1 分；

5

通过满意度调查问卷方
式了解公众对部门（单
位）整体履职效果的满意
程度。

1.公众满意度=（“很满意”比例*100+
“满意”比例*80+“一般”比例*60+“不
满意”比例*20+“很不满意”比例*0）
*100%；
2.本指标得分＝公众满意度*5 分。

可持续影
2

社会关注度
上升

响

公众满意
5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度

评价结果
绩效等级

合计

100

1.00

寮步分局持续抓好队伍建设和规范化运作，
经常性组织业务
培训，对分局队伍实行量化考核，开展违法建筑查处工作指
引、突发事件处置、行政执法业务、民典法认知等各种业务
制度流程培训， 持续提升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

2.00

单位资料显示城管宣传工作逐年扩大，
满意度调查周边群众
显示城管工作得到较高的评价。专家组现场调研期间，寮步
镇市容整洁，户外广告管理规范，街道卫生良好，城管工作
较为到位。

4.71

2018-2020 年度城管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部门整体支出满
意度线上调查共设11 条问题，其中10 条选择题，1 条问答
题。共计513 人参与线上调查问答，513 份有效问卷。满意
度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为94.1%。本指标得
分=94.1%*5=4.71 分。

82.49

优（得分≧90），良（90>得分≧80），中（80>得分≧60），差（得分<60）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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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满意度调查情况结果
1.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公众对政府单位服务的满意度，了解公众心中的政
府服务态度，是政府倾听和吸取公众意见、实现公共政策、财政
资金支出、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持续改善的重要方式。将公众评
价纳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中，可为单位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2.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项目满意度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寮步城管执法分局开展城管
宣传活动的参与群众和寮步镇随机人员等被调查群体。
3.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线上调查方式进行，被调查对象可通过电脑、
手机登录网页进入，点击问题，及时回应，及时统计，获取社会
公众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情况。
4.调查问卷的设计
根据“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 2018-2020 年
度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特点，我们设计了“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寮步分局 2018-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满意度”问卷调
查表。
5.调查结果的应用
将满意度调查获得的社会公众意见与建议纳入到本项目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中，同时，社会公众的满意率将直接影响“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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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的得分，用以反映社会公众对单位整
体支出的满意程度。
6.满意度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东莞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寮步分局 2018-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满意度调查问卷” 问卷结果导出。
满意度调查结论：基于满意度调查结果，同时综合调查方法、
目的、调查对象、问卷应用等情况得出结论。
调查情况：线上问卷共设 10 条问题，共有 513 人参与答题，
513 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设 10 条选择题，1 条问答题。选择题每题 10 分，总分
100 分，设置 6 档选项，A 档“很不满意”得 0 分，B 档“不满意”
得 2.5 分，C 档“一般”得 5 分，D 档“满意”得 7.5 分，E 档“很
满意”得 10 分，F 档“无法判断”得 0 分。计算满意度调查问卷
导出数据，513 份有效问卷，选择题得分情况如下：194 个 A 档，
14 个 B 档，63 个 C 档，244 个 D 档， 4610 个 E 档，5 个 F 档。
公众满意度=（“很满意”比例*10+“满意”比例*7.5+“一
般”比例*5.0+“不满意”比例*2.5+“很不满意”比例*0+“无法
判断”比例*0）
*100%=[(4610*10+244*7.5+63*5+14*2.5+194*0+5*0)/(513*100)]
*100%=(48280/51300)100% = 94.1%。
问答题“您对寮步城管执法分局的工作有什么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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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提出了几个优化性的建议，摘录如下：1.增加培训，提
高业务能力；2.加强各村住宅区的宵夜档噪音扰民、环境污染治
理，烧烤档的污染已存在多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3.多宣传垃圾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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