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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落实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相关制度，强化支出

责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各单位和

所有资金，对预算编制、执行和完成结果实行全面的跟踪问效，根据

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财

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财预〔2011〕416 号）、财政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新财预〔2011〕307 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我单位按照要求组

织开展 2018 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现将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做如

下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区公共就业管理局为独山子区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机构规格

相当于科级，经费形式实行全额预算管理。主要职责任务是负责辖

区内人员的就业管理、档案管理、就业与职业培训、劳动监察与仲

裁、南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安置等工作。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区公共就业管理局分设就业管理办公室、职业培训与创业指导

办公室、档案管理、劳动监察大队、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南疆富 

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7 年区公共就业管理局部门决算报表涉及财政供养人员共

计共计 34 人，其中：在编人员 13 人，劳务派遣人员 5 人，事业性岗

位 5 人，保安 8 人,劳务承揽 3 人。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加快独山子市场化就业的进程，独山子区公共就业管理局申

请设立了就业补贴项目专项经费，目的是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的宣传

贯彻、就业帮扶工作的拓展，以及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扶持经营存

在困难的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及公益性岗位单位，使企业吸纳就业困

难人员的人数有所增加，更多的解决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的就业问题。 

1.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补贴，用于政府购买的公益性岗位安排

就业困难群体，由政府从就业专项经费中按每人每月 500 元的标准

给用人单位给予补贴。 

2.社会保险补贴，用于服务型企业、商贸型企业（国家限制行业

除外），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首次未就业大中专

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建立了社会保险缴费关系

的，给予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不含个人应缴

纳部分）补贴;对从事个体灵活就业，并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的本地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给予基本养老

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时间最长为 3 年。 

3.职业培训补贴，用于登记失业人员参加职业培训的，根据其

参加培训和就业状况，每人每年享受一次且只能是一次的培训费补



贴。 

4.吸纳少数民族就业补贴，用于用人单位当年新招用人员，并

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每招用 1 人，给

予用人单位 5000 元的补贴；国有企业招用少数民族失业人员超过

20%的，每超 1 人，给予用人单位 5000 元的补贴。补贴分 3 年补

齐，第 1 年每人补贴 2000 元，第 2 年、第 3 年每人补贴 1500 元。 

5.就业见习补助，用于当地户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见习期间的

生活补助。企业及其他组织的见习人员，见习期间按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给予生活费补助，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50%发放岗位

补助（生活费补助由市、区就业专项资金承担，岗位补助由市、区公

共财政资金承担）。机关事业单位及社区的见习人员见习补助标准

为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市、区就业专项资金承担）。见习期间，见习

基地为见习人员购买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由企业承担）。 

6. 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用于补贴已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就

业困难人员因租赁房屋、店面产生的房屋租金。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且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满 1 年的,给予房屋租金补贴。第 1 年可

享受实际房屋租金 100%补贴，最高不超过 4 万元；第 2 年可享受实

际房屋租金 75%补贴，最高不超过 3 万元；第 3 年可享受实际房屋

租金 50%补贴，最高不超过 2 万元,补贴期限共 3 年。 

7.提供岗位奖励补贴，用于为鼓励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纳

本地户籍失业人员就业。用人单位每提供 1 个岗位，招用本市失业



人员，签订 1 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奖励 100 元；签订 2 年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奖励 300 元；签订 3 年以上（含 3 年）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奖励 500 元。在享受上述奖励的基础

上，对于用人单位提供并吸纳本市女性和少数民族失业人员就业的

岗位，每提供 1 个岗位，签订 1 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增

加 250 元；签订 2 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增加 450 元；签订

3 年以上（含 3 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增加 750 元。 

（二）项目绩效总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区公共就业管理局就业补贴专项经费支出的绩效目标是规范财

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通过就业补贴缓解就业困难

群体的就业压力，扶持公益性岗位单位及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政

府给予的补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力量，使得企业更多的解决本

地高校毕业生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通过就业专项资金的合

理使用，有效增加我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完成职业培训目标，确保

南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完成。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我单位结合实际情况，切实加强资金管理的制度建设，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资金拨付管理制度、资金使用监督制度，资金拨付公示

制度、资金支出结果报告制度五项资金管理制度及资金监督管理质

询、问责和跟踪反馈。本着管理科学、简便易行、相互制约的原则，

完善就业专项资金业务操作程序，确保管理严格，运行有序，为广大



就业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及评价标准，对独山子区公共

就业管理局就业补贴所确定的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为实现这一

目标所安排预算的执行结果进行的综合性评价，此次绩效评价结果

可以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在本项目的评价中，主要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评价。 

（1）合规性原则：财政拨款资金必须按照规范的程序使用，防止

财政资金使用上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在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时，

要重点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

政资金服务于政府职能，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避免财政资源的浪

费。 

（2）社会效益原则：该项目为政府实事项目，因此该项目绩效评

价必须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随着政府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财政

支出逐步从生产性、盈利性和竞争性的领域退出，转向非盈利性、非

竞争性的公共需要领域，这些领域的效益很难直接用经济来衡量，

但却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财政绩效

评价必须侧重于社会效益，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决定的。 

2.绩效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在理解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就业

补贴资金使用内涵的基础上，以克拉玛依市本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为参照构建了符合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

指标包括：项目管理、项目决策与项目绩效三个层面。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是对 2017 年就业补贴财政支出项目做一个总

体评价，以利于相关部门统筹安排，持续改进。 

绩效评价的基本内容：（1）绩效目标的适应性；（2）财政资金使用

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使用管理情况；（3）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

制度、采取的措施等；（4）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是否达到预定

产出和效果等；（5）需要评价的其他内容。 

在本项目的评价中，主要运用比较法、公众评判法及其他评价

方法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通过详细了解情况得知，为切实做好独山子区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补贴专项业务工作，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根据《克拉玛依

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和管理办法》（克劳社发〔2009〕12 号）、《克拉玛

依市促进就业补贴办法》（克劳社发〔2009〕31 号）文件精神，结合独

山子区实际情况，按照《独山子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就业补贴

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执行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程序和就业补贴

标准及申请程序，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通过



社区、街道，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不断的宣传、推广，使就业补贴政策

落到实处，就业补贴专项业务工作得到全面开展。 

选用评价原则、评价依据、评价对象、内容及方法、确定评价指

标。 

2.组织实施 

评价工作组根据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2017 年就业补贴

期初预算工作安排和资金预算明细表、对期末就业补贴支出去向和

就业补贴的相关资料等进行核实和审查，以受益人员为调查对象发

放问卷进行调查等方式方法，并结合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

该项目进行综合评分。 

3.分析评价 

绩效评价的核心是通过对就业补贴资金使用所达到的预期效果

进行分析的方法，向政府和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说得清的资金使用的

效果，在此基础上对资金管理、对就业补贴效益进行具体分析。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7 年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就业补贴预算总投入

2461.99 万元，全部由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占

10.6%，260 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占 24%，590 万元；克拉玛依市失

业保险金提取的就业资金占 23.1%，570 万元；区财政资金占

42.3%，1041.99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金到位 2338.2 万



元，资金使用 2440.04 万元，结余 0 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实际就

业补贴支出金额为支出资金 2440.14 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

1187.97 万元，见习补贴 17.03 万元，培训补贴 24.87 万元，社保补

贴 1006.48 万元，少数民族补贴 15.8 万元，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

148 万元，提供岗位奖励 39.99 万元。 

各项就业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人 

2017
年全年 

公益性

岗位补

贴 

社会保
险补贴 

创业

孵化

基地

房租
补贴 

岗位

奖励 

培训

补贴 

就业见

习补贴 

少数民

族补贴 

金额 1187.97 1006.48 148 39.99 24.87 17.03 15.8 

人数 1900 1680 37 -- 4109 27 94 

支出比

例 48.69% 41.25% 6.07% 1.64% 1.02% 0.70% 0.65%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立项批复执行，立项计划未作调

整。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就业补贴资金支出严格按照财务管

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及就业补贴资金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进行

审批使用，没有擅自扩大专项资金支出范围，无虚列、转移、挤占挪

用、滞留就业补贴专项资金等违规情况。并根据《克拉玛依市就业困

难人员认定和管理办法》及《独山子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就业补



贴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严格分配，保证项目资金的合理使用。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1）公益性岗位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我区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单位有 13 家，分别

是康景物业公司、信达劳务公司、保安服务公司、汇德咨询公司、新

佳美保洁公司、园林绿化公司、城建开发公司、汇翔工贸公司、民众

劳务公司、天地农牧公司、汇丰绿化园林公司、安居乐业物业公司、

格林森建设工程公司。其中国有独资企业 4 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

所有制企业 2 家，国有企业子公司 1 家；私营企业 6 家。从 2017 年

全年各单位公益性岗位补贴支出所占比重来看，国有性质企业合计

支出 1088.69 万元，占总支出的 91.64%；私营企业合计支出 99.28 万

元，占总支出 8.36%。从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来看，今年享受

公岗补贴的人数是 1900 人，其中国有性质企业 1769 人，占公岗补

贴总人数的 93.11%；私营企业 131 人，占公岗补贴总人数的 6.89%。 

（2）社会保险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单位有 27 家，社保补贴支

出 1006.48 万元，享受补贴人数为 1680 人。其中公益性岗位单位 10

家，享受社保补贴金额 385.69 万元,占总支出的 38.32%，享受补贴

人数 1371 人，占总人数的 81.61%  ；其他单位 17 家，享受社会保

险金额  620.79 万元，占总支出的 61.68%，享受补贴人数 309 人，

占总人数的 18.39% 。 



（3）少数民族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享受少数民族补贴的单位共计 3 家，分别为：康

景物业公司、艾萨拉商贸公司、新佳美保洁公司。全年少数民族补贴

共计支出 15.8 万元，占就业补贴的 0.65%，补贴人数 94 人。 

（4）就业见习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享受就业见习补贴的单位共计 3 家，分别为鑫捷

安客运有限公司、博瑞特设备技术有限公司、穗丰粮贸有限公司。全

年就业见习补贴共支出 17.03 万元，占就业补贴的 0.70%，补贴人

数 27 人。 

（5）职业培训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我区职业培训共计 4109 人，其中失业人员技能培

训 44 人，农民工岗前培训 3237 人，南疆籍就业安置人员岗前培训

305 人，企业在岗职工培训 333 人，培训费补贴 24.87 万元。 

（6）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支出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 148 万元，享受补贴的

入驻企业有 37 家。 

（7）提供岗位奖励补贴支出情况 

2017 年全年提供奖励岗位补贴 39.99 万元，享受补贴的企业为

10 家。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结合独山子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专

项资金发放台账，确保就业补贴资金按时足额发放。科学运用信息



系统，有效甄别享受补贴人员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虚报行为。

有效地提高了独山子区就业补贴资金规范化使用的管理水平。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预算控制情况。 

2017 年全年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实际就业补贴支出金

额为支出资金 2440.14 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 1187.97 万元，见

习补贴 17.03 万元，培训补贴 24.87 万元，社保补贴 1006.48 万元，

少数民族补贴 15.8 万元，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 148 万元，提供岗

位奖励 39.99 万元。 

（2）项目预算节约情况。 

2017 年共筹集就业专项资金 2338.2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支付就业专项资金 2440.14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7 年我区接收

225 名南疆转移就业人员，新增南疆转移就业人员补贴。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2017 年上半年共支出就业专项资金 1024.93 万元，其中公益性

岗位补贴 449.75 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376.78 万元，创业孵化基地房

租补贴 148 万元，提供岗位奖励 39.99 万元，职业培训补贴 10.41 万

元。 

2017 年全年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实际就业补贴支出金

额为支出资金 2440.04 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 1187.97 万元，见



习补贴 17.03 万元，培训补贴 24.87 万元，社保补贴 1006.48 万元，

少数民族补贴 15.8 万元，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 148 万元，提供岗

位奖励 39.99 万元。 

（2）项目完成质量。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通过对就业专项资金的有效利用，在促进就

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 2017 年全年，共开发各类用工岗

位 3010 个（公益性岗位 159 个），实现就业 1115 人（女性 498 人，少

数民族 513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 10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34%，完成上级就业指标的 131.18%。极大的促进了就业困难人员

的就业。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2017 年共筹集就业专项资金 2338.2 万元，其中上级财政下拨

610 万元，本级及财政筹集 237 万元，本级失业保险提取 1490 万

元，利息收入 1.2 万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共开发各类用工岗位 3010 个，其中公益性岗位 159 个，实现

就业 1115 人，其中女性 498 人，少数民族 513 人，就业困难人员

100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34% 。完成上级就业指标的 131.18%。 

就业专项资金 2440.14 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补贴 1200.82 万

元，见习补贴 17.03 万元，培训补贴 24.87 万元，社保补贴 993.63 万

元，其中公益性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385.69 万元，灵活就业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 6.48 万元，少数民族补贴 15.8 万元，职业培训补贴



26.96 万元，创业孵化基地房租补贴 148 万元，提供岗位奖励 39.99

万元。 

职业培训共计 4109 人，其中失业人员技能培训 44 人，企业在

岗人员培训 333 人，南疆富余劳动力岗前培训 305 人，农民工岗前

培训 3237 人，企业新招用员工岗前培训 190 人，完成上级培训指标

的 483.41%。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就业补贴促进了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

献。我区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大部分是女性和少数民族，受经济大环

境的影响，一些企业的用工人数和以往相比减少不少，这对女性就

业造成压力，部分少数民族受语言、学历以及技术的影响，导致其社

会化就业难度很大。尤其那些年龄偏大又没有学历的“4050”人员和

零就业家庭、低保困难家庭，一直以来都是人才市场的困难群体，而

公益性岗位的开发为她们提供了岗位，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更是

一种保障。 

就业补贴为企业的发展注入资金力量。例如我区的公益性岗位

单位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十分的低微，靠正常的

主营业务收入难以维持经营，而政府就业资金的注入促进了企业的

发展壮大，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一）项目综合评价情况 

项目组通过对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访

谈，并以受益人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合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对该项目进行了综合评分。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独山子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的宣贯、就业帮

扶工作的拓展，实施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通过对社会保险补贴资金

有效分配使用，扶持公益性岗位单位及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使得

上述企业更多的解决本地高校毕业生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促进被扶持的相关企业的发展。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

等）。 

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是实现财政资金公众监督的重要环节，是

建设透明型政府的必然选择。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

的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财政部门也可根据绩效评价结果

适当调整该部门以后 年度预算。 

七、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根据就业补贴专项资金支出情况，结合预算执行、补贴审核工

作，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一）享受补贴人员欠缺良性流动，造成部分企业内部管理混

乱。现在各公岗单位的人员流动多为辞职、辞退，很难给企业的发展

带来良性资源配置，部分用工较多的企业人事管理与补贴申请存在



脱节现象。目前，公岗依然是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最主要的途径。大

量就业困难人员涌入公益性岗位，一方面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最初的出发点是通过就业过渡引导就业

困难人员有能力重新自主择业和就业，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处于公岗

上，过度依赖政府安置，不寻求更好的发展，这已失去了公益性岗位

设置的初衷。 

（二）日常的监督检查不够，对用工企业的情况掌握有待加强。

在每年的公益性岗位审查阶段，审核人员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

放在补贴金额、补贴月数的审核上，疏于深入企业对享受补贴人员

的实际在岗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造成部分企业存在未及时给公岗

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未及时做减员处理的情况发生。 

（三）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过程中，就业补贴是企业

吸纳就业人员的动力，也是企业发展的有力保障。2018 年按照克市

就业奖补办法，将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停发补贴，对部分企业势

必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享受补贴的人员大幅度减少，不符合补贴条

件的人员存在失业的风险，将对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做出如下建议： 

（一）公益性岗位已经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可

以联合用工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开设技能培训课，积极开展调研，

围绕人才市场紧缺的技术人才，确保培训后这些人员能顺利退出公

益性岗位，实现社会化就业。 

（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财务人员应联合



就业管理人员、劳动监察人员不定期的深入企业，对公益性岗位在

岗人员进行检查，有效甄别享受补贴人员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

虚报行为。对虚报冒领、恶意套取就业专项资金补贴的企业和个人，

除追回所有补贴资金外，还要进行严肃处理。 

（三）坚决按照克市就业奖补办法执行补贴，不符合补贴条件人

员一律退出公岗，符合公岗补贴条件的用人单位签订公岗补贴协议

书，凡是申请补贴的用工单位一年内不得擅自辞退不符合补贴条件

的人员，符合条件的人员按照克市就业奖补办法的规定发放补贴。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九、绩效评价结果 

经评价，独山子区公共就业管理局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总

得分为 93 分，评价结果为优秀。 

 

区公共就业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