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血液、原辅料成本、用

血者保险等费用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本项目包含了中心生产活动全部所需的原辅材料，以及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对日常工作的开展和生产的正
常运转至关重要。一、支付血站开展日常业务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如：燃料能源费用、网络通信费用、信息化建
设费用、设备车辆维修费用、物业管理费用、安保消防费用等；二、采购血站生产过程中必须消耗的原辅材料，
如：采输血器材、医疗卫生材料、化验检测试剂、办公用品、劳保用品、为献血员准备的礼品和食品、五金配件等
等。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本项目主要涉及原辅材料的采购和生产相关费用的支出，目的是保障血液采集及血液制品生产顺利进行，根据项目
特点，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思路：一、评价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正比；二、物资采购和费用支出是
否合理合规；三、物资管理是否规范、账实相符；根据评价思路，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收集主要业
务科室数据，如：采血量，血液制备率等等；二、跟踪监控物资采购流程；三、监督审核物资管理情况；通过绩效
评价我们发现：中心物资采购申请、审批、支付流程比较健全规范，相关费用支出比较合理，各业务科室较好的完
成本年的业务目标，唯一不足的是，在物资管理方面有所欠缺。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1年，无偿捐献全血100,706人次，同比上升18.55%，捐献全血174,608单位，同比上升21.21%；成分献血小板
17,847人次，同比上升13.10%，捐献血小板34,298治疗量，同比上升11.90%；制备红细胞类176,454.5U，同比上涨
20.29%，冷沉淀67,703.5U，较之去年同期增长27.66%；病毒灭活血浆11,5174U，较之去年同期增长23.56%；血液
报废率1.33%，检测不合格率1.02%，基本与去年保持持平。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量、自愿无偿献血、成分血无偿献
血比例均达100%。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无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2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2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2 2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2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2 2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2 2

预算执行率 ＝100 99.99 10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2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2 2

数量指标 全血采集逐年递增 ≥100% 121.00% 10 10

物资盘点一致率 ＝100% 88.58% 10 8.86

成分制备率 ≥80% 82.00% 10 10

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血液检测及时性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为献血者投保率 ＝100% 100.00% 10 10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污水处理及场所消毒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使用科室满意度 ≥99% 100.00% 10 10

总计 98.86

评分依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血液、原辅料成本、用

血者保险等费用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
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决策

产出指标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全省采供血业务指导培训和
无偿献血宣传推动费用以及
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属用血偿

还补助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广播电视杂志的宣传费、宣传制品的涉及与印刷、献血纪念品的发放、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及建设
等，针对项目特点，评价该项目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一、宣传方案的制定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二、宣传覆
盖面、宣传效果是否达到要求；三、宣传是否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对该项目的评价做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宣
传方案流程审批的监督；二、对宣传结果进行调研；经过评价发现：中心宣传方案的审批比较严格，每个方案实施前
都经过财务科科长、中心领导班子的集体决议才能得到执行；中心的社会宣传场次比较多、面比较广，产生了较广泛
的社会效益，比如：中心进企业进高校进行经血传播疾病的预防讲座，收到了大学生和职工的广泛好评。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1年共拟定新闻通稿6篇，组织新闻媒体活动6次，接待小型媒体记者来访12次。在各类全媒体发表无偿献血宣传报
导140篇次，其中，健康报2篇、新华日报2篇、中国输血报6篇、学习强国3篇；在零距离、江苏新时空、江苏新闻广播
等平台播放无偿献血重大活动及宣传内容共计1298次。为中心新媒体微信平台累计采编微信57篇内容，为中心网站投
稿41篇，发布抖音短视频11个。共举办10场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血液的奥秘”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参观团体60批次，
共1557位参观者（7、8月由于疫情未开放）。“血液与健康”宣讲团共举办讲座10场次，受众930人。全年新增志愿者
130人，新增注册志愿者84人。全年，共开展志愿服务7880人次，工时共52275.3小时。全年组织志愿者主题活动11
场，开展志愿者初级培训班3期，开展服务队线上会议2次，线下会议4次。为志愿者举办健康及应急救护培训2期。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无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中心除了做好采供血工作外，还承担无偿献血及血液健康知识的社会宣传和普及公益责任。如：负责无偿献血宣传招
募、动员组织团体献血工作；负责“五支”队伍（固定献血者队伍、成分献血者队伍、志愿者队伍、稀有血型献血者
队伍、应急献血者队伍）建设与管理；组织“血液与健康”宣讲团到高校开展讲座，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和理念；做好
街头和社区无偿献血宣传和动员工作；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会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关系；负责中心大型宣传活
动的策划、组织及新闻发布，参与《血液与健康》杂志的编纂，负责“血液的奥秘”科普馆的运维和管理，以及献血
热线接听，献血者用血费用报销，“三免”政策推广工作。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80.00 10 8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宣传活动场次 ≥1000场次 1298.00场次 15 15

时效指标 志愿者按期培训 按期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质量指标 血液健康宣讲团 ≥10场 10.00场 15 15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科普基地接待批次 ≥40次 60.00次 15 15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总计 98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
调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全省采供血业务指导培训和
无偿献血宣传推动费用以及
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属用血偿

还补助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全省采供血机构实验室血
液检测能力室间评价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本项目资金量较少，对项目评价的思路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一、中心各实验室室间质评完成情况；二、中心协
助兄弟单位室间质评开展情况；三、中心室间质评工作的社会反映情况；对本项目开展评价主要做法是调研。通
过评价发现：中心各实验室均通过本领域权威机构的室间质评，中心对本省及周边各省20多家血站进行了室间质
评，并获得了兄弟单位的一致好评。由于年底结转结余3万多元资金，所以本项目最终评分97分。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通过本项目，中心做好了室内质量控制，确保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加大人员培训，提高了检验人员的素质，帮
助兄弟单位开展室间质评，提高了兄弟单位检验的质量，发挥了省级血液中心的职能和引领作用，产生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无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中心质量管理科自2006年开始对全省采供血机构开展了血液检验室间质评工作，通过建立实验室间比对，客观评
价其检验结果，以发现各实验室之间的差异和存在的问题，帮助分析和寻找原因，提高我省各采供血机构的血液
检测水平。项目资金使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中心自己的实验室参加省级、国家级的室间质评时，支付的室
间质评费用；二、中心为兄弟单位开展室间质评工作时，采购测评耗材的支出。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75.00% 10 7.5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参与室间质评次数 ≥20次 26.00次 15 15

质量指标 室间质评通过率 ＝100% 100.00% 15 15

时效指标 室间质评开展及时性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室间质评行业影响力 知名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被评价单位满意度 满意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

总计 97.5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
调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全省采供血机构实验室
血液检测能力室间评价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国债贷款本金、利息及工程尾

款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由于本项目预算全部用于还银行贷款，在评价思路上主要参照两个方面：一、财政要求的债务化解率有没有按规定完成；二、预
算执行有没有按计划完成；在评价方式和做法上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查看财政相关批复文件，评价债务化解工作完成情
况；二、看一体化系统预算执行情况，评价预算执行情况；三、看财务凭证，检查资金使用是否规范。通过评价分析，我们认为
中心及时、规范的完成了该项目，项目总体评分为100分。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中心把化解债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来做，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中心成立债务化解小组，召开了会议，在会议上制
定了明确的债务化解方案及目标。2021年中心按照债务化解的要求，编制了60万元预算用于完成该项工作。至2021年底，本项目
预算执行率达到100%，项目资金按照项目计划，合理、规范、及时的用于债务化解工作中，使中心债务规模进一步缩减，让中心
今后能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本项目未发现相关问题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我中心采供血业务楼是国债项目，总投资预算批复3279.2万元。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省政府配套资金没有及时、足额到位，
中心为保证项目按期完成，向商业银行贷款共2000万元用于解决国债项目资金缺口问题。为了落实财政部门关于化解单位债务的
要求、以及对采供血业务楼定期的保养修葺，中心设立的本项目。2021年中心没有大楼修葺和改造计划，故本项目总预算60万
元，全部用于还银行贷款。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100.00 10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化解债务金额 ≥148万元 148.60万元 15 15

质量指标 债务化解任务完成率 ≥100% 100.40% 15 15

时效指标 债务化解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债务规模持续减少 ≥10% 10.1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 %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财政相关部门满意度 满意 达成预期目标 5 5

总计 10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
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国债贷款本金、利息及工程尾

款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采供血仪器设

备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本项目主要涉及固定资产的购置，根据项目的特点，在项目的评价思路上，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一、采购
的规范性；二、预算执行性情况；三、固定资产的入账及管理的规范性。在项目评价上，主要开展了以下三个
方面工作：一、及时跟踪和监督采购工作；二、通过一体化系统监控资金使用进度；三、查看财务账本和资产
账本；四、对设备使用情况做调研；通过对该项目的评价分析，我们发现该项目在采购上执行了政府采购流
程，在资产管理上做到了按实入账、实现了账实相符，资产及时投入使用，未发现闲置情况。但由于上一年退
税金额较大，所以导致今年预算资金未使用完，绩效评分中扣了6.1分，最后绩效自评中得到93.9分。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1年，中心资产采购部门共采购专用设备32件，合计金额254.23万元；采购通用设备107件，合计金额83.44
万元；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为中心正常业务运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由于中心为差额拨款单位，设备采购资金有限，造成了众多设备超期服役。在预算编制中，考虑到超期服役设
备报废情况的发生，但是一旦设备仍能正常运行，将导致预算不能顺利执行。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中心采供血事业正常运转离不开专业的仪器设备，目前中心共有通用设备1238件，合计1535.13万元、专用设备
710件，合计8716.44万元。本项目的设立意在为中心老旧设备、超期服役的设备进行更新，使仪器设备能始终
在较好的状态运转，同时让中心能配备目前的前沿设备，让中心的生产技术走在采供血机构的前列，在全省乃
至全国发挥引领作用。根据去年设备退税结转资金情况，中心2021年编制预算119万元，主要用于采购：热合机
、PCR仪、离心机、智能采血系统、融化箱、血小板震荡箱等等。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39.00 10 3.9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数量 ≥100件 139.00件 15 15

质量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率 ＝100% 100.00% 15 15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安装到位及时性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设备利用率 ＝100% 100.00% 15 15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总计 93.9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
自行调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采供血仪器设备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病毒核酸检测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该项目主要涉及耗材的采购，根据项目的特点，在项目评价思路和方式上主要依据以下三点：一、采购工作规范性；二、
物资管理、出入库规范性；三、预算执行进度；四、业务开展情况；为了对该项目进行评价，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工
作：一、监督试剂采购工作；二、监督库房物资管理工作；三、监控预算执行进度；四、调研业务开展情况；通过对项目
的评价，我们发现：核酸试剂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试剂出入库有专人管理且与财务账实相符，预算执行进度达标，业务
工作按规定开展，做到了血液标本检测全覆盖。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中心2021年核酸检测117758人份，检出阳性36人份，核酸阳性率0.31‰。受原南京军区血液中心委托，今年共为其进行
12686人份标本的核酸检测。按期完成国家卫计委交给的2.75万人份献血人群HTLV的监测任务，共检测27513份。中心检验
科承担了全省反应性献血者的保留与归队标本的确认检测工作。今年共为核酸确认实验180人份（本中心/其他血站：
54/126）；共接受1116人的归队申请（本中心/其他血站：101/1015，其中本中心成功归队52人，20人归队后再次献血）。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无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临床输血在疾病救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临床输血有病毒传染风险，特别是病毒检测在窗口期利用常规试剂无法
有效的检测出来，给临床受血病人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为进一步缩短检测窗口期，减少窗口期漏检，国际上主要是采用病
毒核酸检测技术。国家2010年颁发了《采供血机构开展核酸检测试点工作方案》，我中心被列为核酸检测试点单位，为此
省财政每年补助我中心960万元用于血液病毒核酸检测。中心对该项目资金一直是专款专用，项目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核酸检
测试剂，在试剂采购上坚持政府采购，保证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100.00 10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物资储备数量 充足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质量指标 储备物资种类符合率 符合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成本指标

时效指标 核酸检测及时性 ≤72小时 72.00小时 15 1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核酸检测覆盖率 ＝100% 100.00% 15 15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总计 10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
况自行调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病毒核酸检测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献血车辆采购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
（年/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年/月）：

无

本项目主要涉及固定资产的购置，根据项目的特点，在项目的评价思路上，主要依据以下三个方面：一、采购的规范性；
二、预算执行性情况；三、固定资产的入账及管理的规范性、四、该固定资产是否能及时的产生社会效益。在项目评价
上，主要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及时跟踪和监督采购工作；二、通过一体化系统监控资金使用进度；三、查看财
务账本和资产账本；四、对车辆使用情况做调研；通过对该项目的评价分析，我们发现该项目在采购上执行了政府采购流
程，在资金使用进度上达到了100%，在资产管理上做到了按实入账、实现了账实相符，在车辆使用上做到了专车专用。该
项目很好的完成既定的目标，在绩效自评中得到100分。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

中心在编制2021年预算时，中心资产管理小组就采供血车辆的采购召开了会议，对中心目前车辆现状进行了分析，制定21
年车辆更新计划并编入了21年预算。项目批复后，项目执行部门对车辆的采购做了充分调研，先后实地考察了几家大型车
辆生产厂家，比如：宇通、金龙等等。随后形成了相关报告和重要参数报中心采购领导小组讨论，经采购领导小组讨论，
车辆采购通过苏采云委托第三方代理机构公开招标采购。车辆在既定时间抵达省血液中心并投入使用，新车辆的投入使
用，有效的解决了老旧车辆动力不足，频繁维修，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驾驶员们对新车辆均表示满意，中心血液运输工
作得到了强有力保障，血液质量安全也更让人放心。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

无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1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采血车及送血车是中心生产运行的关键设备，采血车主要作用：把车辆开进社区、高校、部队、企事业单位，一方面进行
无偿献血政策、经血传播疾病预防知识宣传，另一方面方便献血者就地献血，避免了奔波；送血车主要作用：根据医院的
用血需求，第一时间把治病救人的血液及血液制品送至医院，送血车同时是血液运输冷链中重要一环，对血液质量和安全
提供了保障。2021年，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了62万元预算用于购置更新车辆，其中：27万元用于更新一辆送血车，老旧
送血车已达到报废年限并且财政部门对报废申请已批复；35万元用于更新一辆采血车（35万元系首付，尾款将编入2022年
预算），老旧采血车应环保部门要求强制报废。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

资金到位率 100% 达成预期目标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100.00% 10 1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

数量指标 采购采供血用车数量 ＝2辆 2.00辆 15 15

质量指标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100.00% 15 15

时效指标 车辆投入生产及时率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车辆用途 仅用于公共卫生 达成预期目标 15 1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总计 10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
整。
   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

评分依据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江苏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江苏省血液中心 项目名称： 献血车辆采购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