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行政审批与群众服务一体化平台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公安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475.00 0.00 475.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475.00 409.04 65.96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475 

行政审批与群众服务一体化平台 475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1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6 =100% 6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5% 1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件有效控制

率 

=100% 1 =100% 1 

政府采购规 规范 2 规范 2 



范性 

可行研究充

分性 
充分 1 好 1 

工程变更合

规性 
合规 1 好 1 

与预期质量

计划差距定

期检查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性 
健全 1 好 1 

产出目标

（24 分） 

设备正常使

用率 
较好 4.8 好 4.8 

部署数量 =30 套 4.8 =30 套 4.8 

覆盖业务部

门 
=3 家 4.8 =3 家 4.8 

完成办事事

项 
=10 类 4.8 =10 类 4.8 

设备验收合

格率 
=100% 4.8 =100% 4.8 

结果目标

（22 分） 

办件成功率 >80% 3.67 =82% 3.67 

人均单项业

务办理时间 
<10 分钟 3.67 =2 分钟 3.67 

工作人员满

意度 
=100% 3.67 =100% 3.67 

办事群众满

意度 
≥90% 3.67 =93% 3.67 

系统功能完

备性 
=100% 3.67 =100% 3.67 

每月业务办

理量 
=2000 件 3.65 =2000 件 3.65 

影响力目

标（8 分） 

人员培训制

度的建立与

执行指标 

建立 8 建立 8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苏州市行政审批与群众服务一体化平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原有业务办理流程，汇聚融合人管、

出入境、交管业务。通过服务便捷、高效集成、智能办理原则，部署

于公安窗口办事大厅、派出所、人流密集区、居民社区等地，让群众

就近办理公安业务。 

项目总目标 
初步实现预设的公安服务事项中80%以上可在苏州市行政审批与群众

服务一体化平台办理。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相关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并完成 30 套试点部署，初步实现全市

公安服务事项可在苏州市行政审批与群众服务一体化平台办理。 

项目实施情况 

1.1 项目实施时间 

本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5 日进行公开招标，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由苏

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承建，2019 年 10 月 21 日签订项目合同

并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建成上线。项目成功部署运维管理和智能受

理云服务系统、国密后台服务系统及 30 套一体机受理终端，进入试

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项目在试运行阶段平台运行稳定，前端设备状态正常，目前已进入正

式运行阶段。 

1.2 项目实施过程 

项目中标签约后，立即组织各相关部门及承建单位开展项目建设： 

（1）组织户政、交管、出入境部门及承建单位参加项目协调会，确

定项目建设内容、任务、流程、各部门需配合的工作及注意事项； 

（2）按规范要求，申请公安网服务器资源、公安网 IP，配置项目开

发环境； 

（3）各部门按照各自条线要求，申请业务所需的接口、授权等项目

资源； 

（4）组织承建单位与各部门进行业务流程确认、业务受理页面设计、

注意事项的对接等； 

（5）组织承建单位根据项目总要求及各条线部门要求进行项目开发，

按时完成了运维管理和智能受理云服务系统、国密后台服务系统及 30

套一体机受理终端的建设，并进入项目试运行阶段。 

（6）经评估考察，项目在试运行阶段平台运行稳定，前端设备状态

正常，目前已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本项目建设过程由江苏易通信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负责全程监

督监理。 

1.3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运维管理和智能受理云服务系统，主要用于：自助服务管理、受理核

验、业务核查、数据交换管理、业务规则设置、系统管理、接口对接

等功能，并实现对一体化终端运行情况监控、信息收集、统计、展示

以及状态管理。 

一体机受理终端，包括公安网版和互联网版，共 30 套，主要用于：

受理群众办理户政、交管、出入境业务，包括全流程数据采集、校验



功能，为群众提供全流程的业务受理服务。 

国密加密系统，主要用于：对用户数据及业务交互数据进行实时加密，

保障平台系统及用户数据安全。 

项目管理成效 

在本项目建设之前已经有类似的平台及受理终端，但是共同缺陷是平

台均为单一警种的业务，例如户政、车管、出入境等单一平台。群众

办理不同的业务还是要往返于各业务部门部署的前端自助设备，这些

平台仅仅减轻了窗口压力和部分群众办理业务的便利性，在多警种统

筹上没有做进一步的研发。 

本项目管理的重点成效就在于多警种、多业务集成于一体，创新的整

合了公安户政、交管、出入境等 3 家部门 10 大类业务功能，打通了

原先各部门各自为战，业务信息之间无法交互共享的问题。并且，本

项目创新的通过国密加密硬件对数据通信进行保障，系统安全性更

高，可以更好的适应公安部门业务需求，实现警务资源共享和业务协

同，在全国推进“放管服”的背景下，本项目平台比单一警种平台具

备更好的推广前景。项目管理成效如下： 

（1）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推进多警种、多业务服务的整合

与一体化自助受理，促进公安业务服务标准化、便捷化、智能化； 

（1）释放警力资源，科学安排警力，有效化解办事群众的“堵点、

痛点、难点和盲点”，可以让群众更加快捷高效的进行公安业务办理； 

（3）促进苏州市在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中向更高层次的信息化迈出

一大步，符合苏州市打造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先进城市的定位； 

（4）项目通过对多警种业务的整合，联合开发、联合运维，相对单

一警种的项目有效的节约了开发及运维成本，使项目具备更高的性价

比及可推广性。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各点位业务受理量差异较大 

在部署的 30 台一体机受理终端中，各点位终端业务受理量差异较大，

可能会造成部分点位群众需要排队等待受理或者部分点位设备空闲

时间过长等问题。 

2、项目业务功能有待扩充 

本项目融合了公安户政、车管、出入境 3 个部门 10 大类功能，基本

满足群众业务自助受理的需要，但是有部分功能由于业务规则等多方

原因未能整合到系统平台中，群众对该部分业务功能的自助化受理仍

有需求。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本项目目前系统平台运行稳定，前端设备状态正常，接下来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强项目管理，提升发挥项目建设价值： 

1、考察部署位置 

根据后台数据统计各部署点设备运营情况，分析各点位一体机受理终

端业务量较大和较少的原因，酌情考虑调整受理终端位置，优化部署

方案，节约群众业务办理时间，使项目价值得到最大化利用。 

2、扩充业务功能 

积极调研人工窗口业务量较大的业务，评估业务自助化流程可行性，

组织各部门及承建单位对业务功能进行扩充开发，尽最大努力的方便

群众，想民所想。 

3、优化业务流程 

根据后台数据统计分析单业务办理平均时长，对平均办理时长较长的

业务进行分析，组织业务部门及承建单位研究优化业务流程，缩短业

务办理时间。 

4、落实运维机制 

项目进入运行期后，严格执行项目运维机制，督促承建单位迅速排除

障碍，定期出运维报告，对于经常出现的障碍进行系统化分析排除，

保持系统平台随时可用、随时好用的状态，提高群众对公安业务服务

的满意度，提升对政府便民项目的认可与支持。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