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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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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梅州市中心血站属梅州市卫生健康局直属正科级公益二类

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 31 名，其中经费财政核拨编制 6 名、

经费自筹编制 25 名。现有职工 79 名(在职在编 29 人、编外聘用

50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有 58 人, 内设 5 个职能科室：办公

室、总务科、信息科、财务科、工会委员会，5 个业务科室：供

血科、体采科、成分科、检验科、质量管理科。现有包括站采、

黄塘献血车 2 个固定采血点，流动采血车 3 部。血站主要职能是

负责向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临床急救用血；负责各种成份血的

采集、检验、制备、储备、运送、供应等工作任务的质量控制及

医疗用血的业务指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负

责我市无偿献血宣传、动员、组织、落实；并对各基层采血点、

血库进行业务指导和专业技术培训。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依照“一法两

规”，以质量管理为核心，以保障血液质量安全为主题，切实加

强各业务环节管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加大无偿献血

宣传力度，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全体干部职工履职尽

责，确保我市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

1.血液采集情况：全年保持了医疗临床用血 100%来源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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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无偿献血。全市无偿献血共 50172 人次（全血 200 毫升或血小

板 1 治疗量按 1 人次计算），其中献全血人数为 38789 人，采血

量 10034350 毫升（50171.75 U）,与 2020 年同比分别增长了

6.07%、8.65%；献血小板人数为 1902 人，采集量 3079.75 治疗

量，与 2020 年同比增长了 2.94%。全市常住人口献血率 12.62‰，

市直献血人次占全市的 36.25%，共有 12080 人成功献血，共计

3637950 毫升，与 2020 年同比分别增长了 15.78%、14.52%，人

均献血量为 304 毫升。

2.血液检测情况：全年共检测无偿献血标本总数 40574 人

份，比去年增加 1935 人份，其中合格 38299 人份，不合格人 2275

份，检测血液标本总合格率为 94.39％。核酸检测不合格 95 人

份,其中 HBV 不合格 95 人份，HCV 不合格 0 人份，HIV 数 0 人份。

核酸检测不合格率 2.5‰，试剂耗损率约 28％。

3.血液制备情况：悬浮红细胞 51216.5U，洗涤红细胞

528.5U ，冷沉淀凝血因子 8199U，冰冻红细胞 59U，冰冻解冻去

甘油红细胞 10.5U，新鲜冰冻血浆 891300ml，病毒灭活冰冻血浆

2482100ml，病毒灭活新鲜冰冻血浆 1766350ml，去白细胞悬浮

红细胞 3.5U。

4.血液出库情况：全年临床用血出库红细胞 45719 U，血浆

量 3761700ml, 血小板 3034 治疗量，与 2020 年同比分别增长 3%、

4.5%、4%；冷沉淀 7892 单位，与 2020 年同比下降 3.5%。临床用

血 9143800 毫升、血小板 3034 治疗量，与 2020 年同期相比，临

床用血量增长了 3%、血小板用量增长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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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负责向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临床急救用血, 确保采供

血各环节质量安全，保障临床用血需求;

2.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在规定范围内开

展无偿献血者的招募、血液的采集与制备、临床用血供应以及医

疗用血的业务指导等工作; 承担供血区域范围内血液储存的质

量控制;

3.承担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部门整体收入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

口径）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322.86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22.8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增加 65.79 万元，增长 26%；主要变动情况：一、2021 年度由于

财拨人员养老保费、职业年金普调；二、由于市血办撤销，其业

务划入本单位，新增无偿献血经费 80 万元；故财政拨款收入相

应增加。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322.86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22.8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减少 82.56 万元，减少 20%；主要变动情况：2020 年由于新开展

血液病毒灭活项目，用结转的省级重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支付，

2021 年无该结转，故财政拨款支出相应减少。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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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梅州市中心血站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局的正确

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依照“一法两

规”，以质量管理为核心，以保障血液质量安全为主题，切实加

强各业务环节管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加大无偿献血

宣传力度，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大力支持，全体干部职工履职尽

责，确保我市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数

为 94 分。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较为合理，预算绩

效目标设置较为明确。该一级指标满分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

①预算编制合理性

预算编制合理性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3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

和工作要求。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未出现年中调剂导

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问题。

②预算编制规范性

预算编制规范性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3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和要求。

③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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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方面自评得 4 分（满分 4 分），

本指标根据梅州市中心血站部门决算报表财决 01-1 表《财政拨

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相关数据计算：（3228588.16-3228588.16）

/3228588.16*100%=0（取绝对值），差异率为 0。

（2）目标设置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目标设置方面自评得 10 分（满分

10 分）。

①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方面自评得 5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履职

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能够体现部门“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

能、年度工作计划，部门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②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自评得 5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能够明确体现单

位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

2.预算执行情况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良好。该一级

指标满分 50 分，自评得分 46 分。

（1）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方面自评得 10 分（满分 10 分）

①结转结余率

结转结余率方面自评得 5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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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部门决算报表财决 01-1 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相关数据计算结余结转率为0/3228588.16*100%=0≤10%得 5分。

②财务管理合规性

财务管理合规性方面自评得 5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资金管理、费用支出按制度执行，支出范围、程序、用途、

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未发现有支出依据不规范、虚列项目支出、截留、挤

占、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2）信息公开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信息公开方面自评得分 4 分（满分

4 分）。

①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预决算公开合规性方面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血

站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预决算信息。

②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方面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血

站绩效目标及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时间在单位网站公开。

（3）采购管理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采购管理方面自评得 7 分（满分 8

分）。

①政府采购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3 分），本指标根据

部门决算报表附表《机构运行信息表》和政府采购情况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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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5368.98/2488740*100%=99..46%，政府采购实际采购金额小

于政府采购计划数。

②采购合规性

采购合规性方面自评得 4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

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采购意向公开率 100%公开，且采购意

向公开时限不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 30 日，政府采购合同自签订

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按时上报

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本单位无农副产品采购，故此项不得分。

（4）项目管理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项目管理方面自评得 18 分（满分

20 分）。

①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

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方面自评得 10 分（满分 10 分），2021

年市级财政下达 80 万元无偿献血工作经费，主要用于 1.无偿献

血媒体宣传费用；2.采购无偿献血者纪念品和饮用营养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该笔经费已全部按时按质按量使用完毕，

达到既定的绩效目标。

②项目实施程序

项目实施程序方面自评得 5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血

站所有项目支出实施过程规范，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

法，项目验收等履行相应手续。

③项目监管

项目监管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5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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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填表、口头汇报等方式，对专项资金和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以

及项目实施进度开展不定期检查，保障资金支付进度和项目实施

进度；通过自行组织等方式，结合资金和项目检查结果，及时对

专项资金和专项经费绩效目标的执行情况开展监控，未发现与既

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情况；无通过审计、报告等方式落实检查或

监控发现问题。

（5）资产管理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资产管理方面自评得 7 分（满分 8

分）。

①资产配置合规性

资产配置合规性方面自评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符合规定标准。

②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资产收益上缴及时性方面自评得 1 分（满分 1 分），梅州市

中心血站 2021 年无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以前年度资产处置收

益均已全部及时上缴。

③资产盘点情况

资产盘点情况方面自评得 0 分（满分 1 分）。

④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方面自评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国

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

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

⑤资产管理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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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合规性自评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

制定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按《行政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制

度要求执行有关规定，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规范，暂无在

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资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3.预算使用效益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预算使用效益方面自评得 28 分（满

分 30 分）。

（1）经济性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经济性方面自评得 8 分（满分 8 分）

①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方面自评得 4 分（满分 4 分），本指标

得分=100/100*4=4。

②公用经费控制率方面自评得 4 分（满分 4 分），本指标中

公用经费根据部门决算报表财决 01-1 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

算总表）相关数据计算：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 33000=日常公用

经费调整预算数 33000；三公经费根据部门决算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相关数据计算：“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和预算安排的

三公经费数均为 0。

（2）效率性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效率性方面自评得 6 分（满分 8 分）

①重点工作完成率

重点工作完成率得 0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心血站暂无

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省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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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不得分。

②绩效目标完成率

绩效目标完成率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3 分），本指标得分

=3/3*100%*3=3。

③项目完成及时性

项目完成及时性方面自评得 3 分（满分 3 分），梅州市中心

血站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内完成。

（3）效果性

①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方面自评得 10 分（满分 10 分），梅州市

中心血站行业领域的主要指标能体现当年采供血业务建设，确保

采供血各环节质量安全，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的效果，当年主要的

项目支出均实现了预期的效果。

（4）公平性

梅州市中心血站 2021 年公平性方面自评得 4 分（满分 4 分）

①群众信访办理情况

群众信访办理情况方面自评得 2 分（满分 2 分），梅州市中

心血站高度重视信访工作，通过站务会、OA 系统传达学习信访

工作条例，部署信访具体工作。设置了群众信访意见箱，安排专

职人员负责信访案件的接收、受理、回复，并由专人对信访案件

进行电话回访。2021 年我站信访案件共 2 个，均在规定时限内

对信访人来信进行详细回复，同时与信访人沟通联系，得到信访

人比较满意的回复，信访人满意率达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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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自评得 2 分（满分 2 分），2021

年通过对献血者及临床用血单位满意度调查情况统计，顾客满意

度调查达 100%，临床用血满意度调查达 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机构改革尚不彻底，绩效分配效率低。目前我站属于公益

二类事业单位，但绩效工资制度执行一类事业单位相关规定，职

工绩效工资与业绩脱钩，对比其他公益二类医疗机构，一定程度

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

2.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尽快完成我站机构改革。按政策将我

站纳入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加

大财政资金投入，31 名编制人员经费由财政资金保障；血站上

缴的血费事业收入全额返拨用于聘用人员工资福利及业务运行；

关键仪器设备更新经费由财政资金按需保障。

3.建立健全绩效考核机制。绩效工资总量与工作业绩挂

钩，让绩效、编制和管理等联动起来，以维持有效激励机制，

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质量管理和常态检查工作力度，

定期进行质量分析和数据分析，保障血液质量安全，提高无偿献

血服务能力，保障采供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继续严格落实规章制度，严控公务支出。认真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有关要求，按标准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公务支出，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



13

效措施，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不

断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重视决算工作，提升管理水平：全

面落实年度决算工作部署、编制审核、汇总报送、分析利用等管

理职责，组织所属单位编制年度决算，确保决算数据真实准确、

内容完整，全面反映和了解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收支活动。

同时，强化决算分析结果的反馈和运用，及时发现预算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财务管理。健全预算执行定期分析和督促

机制，确保预算执行进度跟上序时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加强规范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完善财务管理规定，坚持经费支

出事前审批、大额开支集体研究审议等制度。不断加强银行账户、

现金和公务卡监管，规范经费支出审批报销管理，加强国有资产

采购、使用、处置等管理，逐步形成强化预（决）算管理的长效

机制。

（二）完善血液安全机制建设。结合实际，加快修订完善《梅

州市（献血法）实施办法》，不断完善地方政府领导、多部门合

作、全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机制，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地方

政府绩效考核。完善血站运行投入机制和血站服务体系，健全覆

盖县域的采、储血点网络布局，确保血站服务体系与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相适应。

（三）做好血液供应保障工作。积极拓展无偿献血宣传渠道

与形式，营造无偿献血良好氛围，建立稀有血型及应急献血者队

伍、探索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施无偿献血精准宣传招募，推动团

体无偿献血和街头流动无偿献血协调发展。要以献血者体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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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立无偿献血标准化服务流程和个性化服务模式，不断增加

血液采集量。要密切联系医疗机构做好输血前患者及家属的无偿

献血知识宣教工作，鼓励更多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无偿献血。

（四）切实保障血液质量安全。健全从“献血者血管到用血

者血管”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巩固血站核酸检测成果，持续

降低血液风险残余度，加强不适宜献血人群屏蔽制度，加强献血

高危人群管理，从源头上保障血液质量安全。

（五）提高队伍人员素质。进一步加强全站职工对国家法律、

法规、技术规范和各种操作规程的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业务技能和工作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