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40.17 8916.03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905.35 728.79

信息安全命题管理等 3,345.09 3,255.89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193.81 173.56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705.20 761.71

自考、教师资格及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

397.91 425.46

普高英语听力口语考试 772.39 697.32

中职招生 93.72 21.31

研究生招生考试 158.99 391.85

普高招生考试 1,915.37 2,024.53

成人招生考试 452.34 435.61

  下级配套    下级配套

      部门自筹及其他       部门自筹及其他

支出内容 预算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1.项目起止时间：日常性项目

预算安排资金（万元）：8940.17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8916.03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省级财政

项目分管处室（单位）：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项目负责人：高翔

联系电话：0871-65156419 电子邮箱：ynzkycw@163.com



1.项目实施主体：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2.保障措施：坚持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各项招生考试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和办法，结
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对各个招生考试工作环节都进行统一的部署和管理，制定各招生考试项
目组实施计划及工作方案。根据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各项考试报名费及招生
录取费的批复，收取非税收入上缴国库，申请收费成本专项资金，开展我省组织的各项国
家教育考试。2、教育部考试中心每年针对我省组织的各项国家教育考试命题（部分）、
制卷、组织考试、评卷、登分、办证、招生录取等工作的各个环节均下发文件提出严格要
求。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二章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四十八条推进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也对我院的招生考试工作提出要求。

3.资金安排程序：根据预算批复，首先严格按照省发改委、省财政厅批准的收费标准收取
考试招生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时全额上缴省级国库；然后向省财政厅申请教育考试收费成
本专项资金，开展考试招生工作。

4.资金安排标准或依据：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各项考试报名费及招生录取费
的批复，同意我院收取相关费用，用以我省组织的各项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各个环节。我院
各项资金安排均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1、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接待费等有规定或
定额标准的依据标准执行。2、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的标准上缴教育部考试中心各项考试
的考务费等费用；3、根据与印刷厂、评卷单位、招考服务中心等单位按照合作协议标准
支付制卷费、评卷费、食宿费等费用；4、根据《云南省2019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等
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进行政
府采购和配置。5、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考试招生劳务报酬发放
的办法(暂行)》规定的发放范围和标准发放各项劳务费，且均低于省财政厅规定的劳务费
定额标准。6、其他是根据数量和实际市场询价等确定具体安排金额。

5.财务管理：为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财务管理效率，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保证资金安
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项目实施有较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和业务流程。包括《财
务管理制度》《审批权限》《接待、差旅、会议、培训等管理办法》《内部控制手册》《
办公用品采购及管理办法》《因公自驾车或乘坐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管理制度》等。省招生
考试院各项考试及招生及工作经费均来源于本项目，制定的所有财务管理制度均是用于本
项目。



优 良 中 差
指标值（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完成情况）
完成率

完成
质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扫描评卷错误率 √ 0 0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生报名

及数据采集
√ 大于等于44万人 45.5万 101% 优 报名人数增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CET成绩公布 √ 90个工作日 90个工作日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网安全运行天数 √ ＞364天正常 365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根据工作需要升级系统功
能

√ 延误0天 延误0天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网报名、填报志愿工作网
安全运行情况

√ 零事故 零事故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网使用满意度 √ ＜2次投诉 0次投诉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考评卷错误率 √ 低于万分之四 无错误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考报名人数 √ 保障报名人数达到12万 13.8万 115% 优
宣传力度加大，考生人数
增加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考录取率 √ 不低于80% 84.65%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成考制卷、试卷保管安全 √ 零泄密 零泄密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成人高考招生考生投诉数

量
√ 低于千分之二 零投诉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命题、制卷任务按时完成 √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命题次数 √ 每年3次 每年3次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命题泄密事故发生率 √ 0 0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本科招生计划完成率 √ 100% 1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评卷错误率 √ 0 0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录取率 √ 86.3% 96.38% 112% 优
开展志愿指导培训；实施
精准投档；退档率大大降

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高报名人数 √ 302000人 326181人 108% 优 报名人数增加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录取结果上报时间 √ 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上报
在教育部规定

时间内上报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信息公开公示 √ 公开公示 公开公示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国家级教育考试（绝密

级）试卷安全保密失泄密

数

√ 0 0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国家级教育考试（绝密

级）考试事故发生数
√ 0 0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考生书面信访回复率 √ 100% 1 100% 优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社考扫描评卷错误率 √ 0 0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英语听力报名人数 √ 59万人 580525 99%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英语口语报名人数 √ 19万人 183577 99%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计算机等级报名人数 √ 17万人 171448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考考生投诉数量 √ 2‰ 零投诉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各招考机构、考生、家长
满意

√ 零投诉 零投诉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卷工
作

√ 28天 28天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

作
√ 10天 10天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通
过率

√ 高于90% 93 93%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人

数
√ 1200000人 1237113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人
数

√ 750000人 83.8万人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测

量评价工作次数
√ 每年2次 2次完成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
布

√ 10个工作日 成绩按时公布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投

诉数量
√ 低于1‰ 零错误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投
诉数量

√ 低于1‰ 零错误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每科目测量评价报告通过
评审

√ 达到100% 100%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研究生评卷错误率 √ 低于万分之二 零错误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 √ 32000人 49496人 155% 优
考研报名人数呈逐年增加

态势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研究生录取结果上报时间 √ 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上报
2019年5月27

日上报
100% 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研究生招生录取结果公示 √ 公示 公示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研究生考试招生录取结果 √ 公平公正公开 公平公正公开 100% 优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中职、五年制高职录取错

误率
√ 低于2‰ 0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职、五年制高职录取人

数
√ 28万人 28.4万人 100% 优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中职、五年制高职录取结

果上报时间
√ 在8月1日至10月31日录取期间按教育部通知及时上报

8、9、10三个

月份分别上报
100% 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执行完毕

绩效指标 情况说明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申报项目确定的
预期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职、五年制高职录取结
果查询

√ 在8月1日至10月31日录取期间，及时对外公布录取结果，便于考生查询查询
自8月1日开始
录取后，立即
在“云南省招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中职、五年制招生考生投
诉数量

√ 低于1‰
所有纸质来访
件均已及时回

复

100% 优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自考评卷错误率 √ 低于万分之四 零错误 100% 优

效益指标 质量指标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扫描
评卷错误率

√ 0 零错误 100% 优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考报名科次 √ 16万科次 27万科次 169% 优

由于大力推进高职高专在

校生自考专升本工作，及
时掌握社会人才需求变化

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报考
考生迅猛增长。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小学教师考试报名科次 √ 35万科次 56万科次 160% 优

教师职业成为考生择业新
热点，注重以考生为本的

理念，积极为考生服务，
考生报考需求不断增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自考考生投诉数量 √ 2‰ 0.029‰ 100% 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生投诉

数量
√ 2‰ 0.023‰ 100% 优

1.项目绩效
指标完成分析

3.项目效率性
分析

4.部门绩效
目标实现

2.项目成本性
分析

项目绩效是否促进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是。已完成部门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与规划和宏观政策的适应性
根据教育部相关考试改革发展要求，结合省委、省政府对考试招生的要求，符合我省教育发展
规划，能够促进我省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

项目绩效体现部门职能职责及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绩效与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紧密结合，是实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抓手。项目绩效能够推
动职能处室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促进项目推进，达到教育部和省委规定的教育改革，完成年度
计划的目标任务。

项目是否达到标准的质量管理管理水平
从质量管理水平来看，基本可以达到预防级质量管理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考试招生项
目质量管理，采用预防措施，保证质量问题在源头得到解决。

完成的及时性 根据国家和省级考试的时间按时完成

验收的有效性 及时发放考试合格证书和按时完成各级各类评审及录取工作

项目是否有节支增效的改进措施 

有。1、我院从支付时间方面，要求各项目组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及时报账，对跨月完成的工作
要及时分月支付，严格预算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2019年我院OA
系统全面升级，大大提高办公电子化，减少纸质流转。3、进一步完善了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进一步规范了劳务报酬发放管理的范围及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办公用品的采购及领用和回收，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厉行节约来节支增效。

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

有。1、我院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手册，从预算业务控制、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货币
资金管理、政府采购、资产控制、建设项目、合同控制、监督与评价多个角度进行内部控制。
2、我院有建立完善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防范廉政风险。3、我院有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明
确合理的绩效目标和绩效跟踪及评价。对项目全过程进行控制。



（二）部门绩效管理推进情况及措施：1.将绩效管理工作作为一项专项工作来
抓，实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集体决策制度。2.根据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整改，并调整和优化以后年度预算支出的方向和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
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3.对各项教育招生考试的组织，通过实地巡查、
报送报表等方式了解工作推进情况，确保项目按进度实施。4.评价结果实行通报
制度，对绩效评价结果好的，予以表扬；对绩效评价达不到预期目标或评价结果
较差的，予以批评。

（一）部门绩效管理组织体系建设情况：1、成立以院领导和处室组成的项目领
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层层签订责任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岗到人；各工作小组
各司其职，分工合作。2、考试工作按照严密防范、严格执纪、以人为本、精心
组织的方针，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联合公安、保
密、无线电管理等部门联合办公，统筹调度指挥，加强值守应急，协同保障考试
平稳进行。3、联动各州市教育局及招生单位协同工作，确保考试招生安全平稳
进行。

（三）未完成的项目绩效目标及其原因分析：无。

（四）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1. 管理经验：（1）完善资金清算管理制度；多措并举，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确保政策执行到位。（2）加强组织领导，提前部署；落实考试安全责任，分级管理
、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关键和重点岗位一岗多控、人技联防，形成既相互衔接又有效制约的
工作机制;（3）强化保密意识，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执行，忠于
职守、遵守纪律，排查任何可能出现安全事故的隐患。强化考务培训，建立健全考务工作责任
制。加大巡视力度，全面监督考务管理工作。注重评卷工作，确保评卷质量。（4）各项工作
均建立相应台账，做到管理到位、归档程序到位、痕迹到位。（5）根据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
评要求，对信息系统进行全面检查。针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漏洞，及时研判，深入检查，形成
整改方案，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积极推进信息安全升级改造，确保招生考试信息安全
零疏漏。
 
2.项目绩效目标修正建议：结合当年实际，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绩效目标。

3.需改进的问题及措施：1、加强培训，促进绩效指标设计更加科学精确。2、完善绩效跟踪，
推动工作进度，及时完成绩效目标。3、重视绩效评价及反馈，形成绩效自评和专家组绩效评
价结合机制，形成有效反馈，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院相关考试招生项目非税收入收费标准偏低，以考养考，组织考试
及招生程序多、保密性强、标准高、要求严、时间长、涉及面广，现有经费难以维持考试招生
工作的正常开展，建议财政降低统筹比例。2019年预算支出申报金额为9380万元，正式批复资
金为6294万元，因确实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年底又追加一笔1443.62万元预算。
 



评价组
机构职位

签 字

组长

副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成员

（三）自评组织过程

3.自评结论：1.形成自评结论；2.编写自评报告；3审核并上报

（八）人大对部门或该项目的相关要求或意见

高翔 院长

袁婧 财务 办公室

（一）项目管理相关文件

（二）项目资金安排相关文件

（九) 审计对部门或该项目的审计报告或建议

（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报告填写人（签字）：张天福 袁婧

评价工作负责人（签字）：林磊

（三）部门加强预算绩效组织体系建设相关文件

（四）部门绩效考评办法

（五）部门推进绩效管理的其他相关文件

（六）反映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的有关材料

（七）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于部门或该项目的相关要求

张天福 主任 云南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二）绩效自评的目的：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有助于坚持以绩效目标为导
向，关注重点热点民生项目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对项目目标实现程度、效益情况
进行跟踪与监控，可以客观公正地揭示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工作职能的实现程度，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保障绩效目标的如期实现，确保财政资金的最佳使用效益。通过绩效评价，一是
使项目单位加强了对资金的管理，确保了资金安全；二是督促项目的实施，使资
金尽快发挥了效益。

1.前期准备情况：1.整理绩效目标。

2.组织实施情况：1.收集项目开展情况和绩效相关的评价资料；2.组织绩效评价
工作组会审。

双爽 命题处处长 命题处

张燕峰 学考办主任 学业水平考试办公室

刘鹏 考试处处长 考试处

杨永 安全处处长 安全处

林磊 副院长

习洁平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

（一）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组机构及有关专家等人员构成

姓    名 职务/职称 所属单位/处室

肖鹍 信息处处长 信息处

王晓峰 副院长、招生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