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5万元

111.5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销售系统维护数量 5 1条 1条 5

维护终端机数量、技
术服务数量

5 1234台 1234台 5

帷胜决策系统 5 1套 1套 5

质量指标 保证系统工作合格率 10 无故障 无故障 10

时效指标 系统运行保证率 10 每天 每天 10

成本指标
系统维护费、终端维
护费及技术服务费用

5 111.5万 98.8万 4.4
结转资金12.7万元
是质保金

社会效益
指标

筹集公益金数量 20 增加 增加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正常销量 20 稳定运行 稳定运行 2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销售网点对系统正常
运行的满意度

20 满意 满意 20

99.4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项目资金
（万元）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绩
效
指
标

1、2020年终端机有偿维保费用预算48.5万元,1234台。保持我区终端
机维护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各分中心终端正常运行，保证销
售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2、2020年技术服务费用预算12.6万元,1234台。保证中心所购终端机
安全、稳定的接入体育彩票销售和管理系统，获得全面的技术支持和
服务，确保终端机正常运行。
3、2020年帷胜决策系统使用费预算20.4万元,1套。增强中心数据统计
和分析能力，提高数据准确性及中心人员数据查询使用的便利性。
4、2020年租赁电信公司设备和线路的费用预算40万元,1条。确保全区
销售网点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保证销售正常进行确保视频会
议系统信号的稳定传输。

1、2020年终端机有偿维保费用预算48.5万元,1234台。保持我区终端
机维护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各分中心终端正常运行，保证销
售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2、2020年技术服务费用预算12.6万元,1234台。保证中心所购终端机
安全、稳定的接入体育彩票销售和管理系统，获得全面的技术支持和
服务，确保终端机正常运行。
3、2020年帷胜决策系统使用费预算20.4万元,1套。增强中心数据统计
和分析能力，提高数据准确性及中心人员数据查询使用的便利性。
4、2020年租赁电信公司设备和线路的费用预算40万元,1条。确保全区
销售网点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保证销售正常进行确保视频会
议系统信号的稳定传输。

得分计算方法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98.8万元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经费--销售系统建设及运营维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170万元

170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劳务派遣人数 6 劳务派遣人数10 劳务派遣人数10 6

绩效评价项目2 7 绩效评价项目2 绩效评价项目2 7

培训次数2次共70人 2 未开展 未开展 0
受疫情影响，未开
展培训。

质量指标 考核合格率 10 合格 合格 10

时效指标 支付时间 10
按月度考核支付
、验收合格支付

按月度考核支付
、验收合格支付

10

成本指标
劳务费支付和培训费
用

5 170 56 1.6
受疫情影响，未开展培训

和绩效评价，劳务派遣招

聘未及时开展。

社会效益
指标

就业率 20 增加 增加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筹集彩票公益金 20 增加 增加 2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网点服务满意度 20 满意 满意 20

94.6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项目资金
（万元）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绩
效
指
标

  1.为确保彩票发行销售工作正常运行，解决地市分中心工作人员不
足，通过劳务派遣方式用工10人，其中2019年已用工5人，2020年新增
5人，每人每年8万元，预算资金80万元；
2.按照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定额预算标准表，基本预算＝总计费
用基数*对应档次计费率+对应档次速算附加数，我中心绩效目标绩效
评价2个项目，总计费用600万元*0.005＝30万元，绩效评价预算费用
为30万元。
3.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职工能力，组织职工参加培训二次，人数70
人，预算费用60万元。参训人员包干经费（含住宿等）：70人*600元
*7天=29.4万元；参训人员交通费（往返机票+室内交通）：3000元*70
人+4000元*7天=23.8万元；培训讲师课时费：8000元/天（均为教授
级）*7天=5.6万元。

   1.为确保彩票发行销售工作正常运行，解决地市分中心工作人员不
足，通过劳务派遣方式用工10人，其中2019年已用工5人，2020年年未
新增5人，实际费用支付56万元；
2.疫情影响绩效目标绩效评价工作没有聘请第三方评价，中心组织内
部人员自行评价。
3.受疫情影响我单位未组织开展职工培训。

得分计算方法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数量指标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56万元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劳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1307.72万元

1307.72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指标1：人员工资人
数

5 74人 70人 5

 指标2：日常公用支
出人员

5 74人 70人 5

质量指标
 指标1：工作能力及
业绩

10 合格 合格 10

时效指标  指标1：支付时间 10 按月度考核支付 按月度考核支付 10

成本指标  指标1：投入资金量 10 1307.72万元 1253.92万元 9.7 空编两人未到岗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就业率 10 增长 增长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体彩销量 10 增长 增长 10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公益品牌认
知度

10 提高 提高 1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办公环境、
业务环境舒适度

10 舒适 舒适 10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项目资金
（万元）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数量指标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绩
效
指
标

         其他资金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编制2020-2022年财政规划暨2020年部门预
算的通知》（宁财（预）发〔2019〕363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2020年自治区本级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宁财（预）发
〔2019〕535号）和《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宁编办
发〔2016〕310号文件,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为自治区体育局所属正
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1名，内设综合科、
业务科2个正科级机构。预算级次为政府性基金一级预算单位。现有在
职人员72人，其中：事业编人员9人，合同制人员63人，2020年将新增
员工2人，为中心书记及副主任岗调入，在职人员将达到74人。事业编
人员工资及津贴按照人社厅核定标准发放，合同制员工根据《宁夏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薪酬管理办法》，参照事业单位工资结构执行,公用经
费按照财政核定的综合定额和单项定额标准执行，基本支出预算
1307.72万元，其中人员支出1136.92万元，公用支出170.8万元。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编制2020-2022年财政规划暨2020年部门预算
的通知》（宁财（预）发〔2019〕363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0年自治区本级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宁财（预）发〔
2019〕535号）和《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宁编办发
〔2016〕310号文件,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为自治区体育局所属正处
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核定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1名，内设综合科、业
务科2个正科级机构。预算级次为政府性基金一级预算单位。现有在职
人员70人，其中：事业编人员8人，合同制人员62人。事业编人员工资
及津贴按照人社厅核定标准发放，合同制员工根据《宁夏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薪酬管理办法》，参照事业单位工资结构执行,公用经费按照财
政核定的综合定额和单项定额标准执行，事业单位改革补助支出
1253.92万元。

得分计算方法

年度资金总额： 1253.92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事业单位改革补助－体育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网点业主满
意

20 大于 95% 大于 95% 20

99.7

36.3万元

36.3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指标1：改造、修缮
面积

5 146平米 146平米 5

 指标2：改造、修缮
数量

5 6间 6间 5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竣工验
收合格率

10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计划按期完
成率

10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指标1：房屋修缮费
用

10 36.3万元 36.3万元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提供良好的
对外服务形象

20
提高业务用房安

全运行
提高业务用房安

全运行
20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项目资金
（万元）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数量指标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中心业务工作需要，为满足中奖购彩者兑奖便利兑奖，建立专门
的办事等待和对外形象展示区域，开展责任彩票公益品牌宣传，达到
中奖购彩者方便兑奖和宁夏体彩开展责任彩票公益品牌宣传工作，经
工程公司测算预算资金36.3万元，预计上半年完成。改造、修缮面积
146平米，改造、修缮数量6间，预算资金36.3万元。

中心业务工作需要，为满足中奖购彩者兑奖便利兑奖，建立专门的办
事等待和对外形象展示区域，开展责任彩票公益品牌宣传，达到中奖
购彩者方便兑奖和宁夏体彩开展责任彩票公益品牌宣传工作，现已改
造、修缮面积146平米，改造、修缮数量6间，支出资金36.3万元。

得分计算方法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36.3万元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房屋修缮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对外宣传展
示

20 舒适 舒适 2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中奖者兑奖
实用性、便利性满意
率

20 95%以上 95%以上 20

100

417万元

417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指标1：采购终端机 5 250台 250台 5

 指标2：购买安检设
备1整套、防爆器材
柜

5 1套 1套 5

 指标3：采购会议桌
、会议椅、茶几沙发
物品储藏柜

5
会议室100平米、
兑奖大厅146平米

会议室100平米、
兑奖大厅146平米

5

质量指标  指标1：合格率 10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效 5 10月 10月 5

成本指标
 指标1：购买终端机
、安检设备、会议桌
椅等

10 417万元 375万元 9
结转资金42万元是
质保金

数量指标

项目资金
（万元）

效
益
指
标

（40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1.采购标准型终端机（含客户显示屏），替换到期拟报废终端机250
台，采购新型终端机250台*1.5万元/每台,共计资金375万元；确保我
区终端机更换工作顺利完成，销售网点终端机安全稳定运行。
2.中心安保设备，中心安全工作需要，采购安检设备门一套，单价17
万元，预算资金17万元；利用科学、现代化的设施进行安全保障，能
够达到较高层面的安全隐患防范，防止重大人为事故的发生。
3.中心业务工作需要，为配套满足2019年新改造视频会议室和2020年
新设兑奖大厅的办公需要，购置办公会议座椅、会议桌椅、茶几、沙
发等配套设施共计5大类，会议室100平米、兑奖大厅146平米，所需资
金25万元，详见附件。提供良好的业务环境，提高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

1.已采购标准型终端机（含客户显示屏），替换到期拟报废终端机250
台，首付资金330万元；确保我区终端机更换工作顺利完成，销售网点
终端机安全稳定运行。
2.中心安全工作需要，已采购安检设备门一套，利用科学、现代化的
设施进行安全保障，能够达到较高层面的安全隐患防范，防止重大人
为事故的发生。
3.中心业务工作需要，为配套满足2019年新改造视频会议室和2020年
新设兑奖大厅的办公需要，已购置办公会议座椅、会议桌椅、茶几、
沙发等配套设施共计5大类，提供良好的业务环境，提高服务社会发展
能力。

得分计算方法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375万元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专用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安全销售 20 100% 100% 20

 指标1：销售增长率 10 提高 提高 10

 指标2：会议效率 10 提高 提高 1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业主及购彩
等服务人群体验度

20 满意 满意 20

99

200万元

200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数量指标
 指标1：购买热敏纸

数量
10 8000箱 8000箱 10

质量指标
 指标1：参照国家体
育总局体彩中心给定

的技术参数
10 是否合格 10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15 8月前完成 按时完成 15

成本指标
 指标1：购买热敏纸

金额
5 200万元 141万元 3.5

按合同要求支付
70%剩余30%下年支

付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项目资金
（万元）

效
益
指
标

（40分）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根据2020年体育彩票预计销量11亿元为销售任务测算，以责任彩票为
宗旨，以多人少买为原则，并考虑环境保护对热敏纸价格略有提升的
影响，综合考量2019年对热敏纸需求量，需采购8000箱，采购单价250
元/箱，预算资金200万元，用于确保销售工作的正常运行。

确保销售工作的正常运行，2020年实际采购热敏纸8000箱，中标价198
万元，实际支付70%。

得分计算方法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141万元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专用材料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筹集公益金 20 增加 增加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对公益金的
认知度

20 提高 提高 2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销售网点的
满意度

20 满意 满意 20

98.5

1718.7万元

1718.7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指标1：网点形象建
设

5 ≥1000个网点 1000个网点 5

 指标2：主力游戏推
广参加活动人数

5 ≥200000次 ≥200000次 5数量指标

项目资金
（万元）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全区共网点1100个。1、网点星级评定40万元；年度优秀销售网点
表彰25万元，评选600个网点；第三方神秘顾客检查服务17万元，检查
样本2000个。 提升销售网点精细化管理水平，使网点从形象、硬件、
服务、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加强，网点建设和服务质量整体得到提升。
2、开展全区网点形象建设1150万元；通过网点形象提档升级工作，网
点基础三要素预计到位率50%，七要素预计到位率20%。  3、中心研
究，2020年，拟为我区1100个销售网点购买相关安全商业保险，每个
网点年度保费不超过380元，预计预算42万元；为我区1100个销售网点
购买灭火器，每个网点配备2个，预计预算30万元。
4、责任彩票相关费用28万元；机房改造项目30万元，增加机房可扩容
机柜数量，同时配套可支持更大面积机房的暖通系统和配电系统，为
将来新项目的实施做好准备工作。 降低机房的运行风险。  5、地推
活动推广200万元：根据总局中心即开2020年工作计划，持续推进高质
量的地推工作要求，2020年地推工作坚持以品牌宣传和拓展新群体为
定位。  6、主力游戏推广260万元。按照总局中心部署，落实全年两
次乐透型体育彩票自主营销、全国派奖配套销售奖励等市场推广举措
。

网点星级评定项目，2020年评选三星级以上网点701个，占全区网点数
量的59.5%以上，较2019年减少1个；2020年新增拓展注册行业渠道网
点50个，年末达到170个，增幅42%；网点建设项目，全年共完成213家
网点形象建设提档升级工作，验收合格项目788个，投入资金154万，
网点客户体验及窗口形象进一步提升；竞彩销售网点电子化信息显示
及视频监控系统（第二期）服务采购项目建设，已完成政府采购招标
工作及380个网点安装调试工作，2021年3月按合同约定验收项目；网
点第三方检查项目，已完成2007个样本的调查，超额完成年初合同约
定2000个样本目标; 责任彩票建设项目，已按规定完成社会责任报告
的编制和发布工作，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年度责任彩票
建设工作等级评定由二级升至三级；机房改造项目已完成政府采购招
标，2021年3月开工；彩票游戏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活动，通过开展即
开票新春购彩季、“加油中国，光芒焕新”等营销活动，当月即开销
量同比增长50%；全年补助1130个销售网点专项数据通讯费93.7万元；
网点安全项目，完成近1200个销售网点安全商业保险采购，投入资金
26万元，解决了销售网点在防火防水防盗抢及业主、销售员人身安全
方面无相应保障机制问题。

得分计算方法

产
出
指
标

（40分）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1222.7万元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渠道建设费、责任彩票建设、机房改造、市场营销推广、网点安全建设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指标3：网点安全保
障数量

5 1100个网点 1200个网点 5

质量指标  指标1：验收合格率 10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10 10月 10月 10

成本指标
 指标1：网点形象建
设、星级评定、全游

戏推广等费用
5 1718.7万元 1222.7万元 3.5

结转资金496万元
已纳入2021年预算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行业就业率 20 增加 增加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公益品牌认
知度

20 提高 提高 20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销售网点满
意度

20 95% 95% 20

总分 98.5

764万元

764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A）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指标1：平面媒体刊登次数 3 大于600次 600次 3

指标2：广播播出次数 3 大于4万次 4万次 3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项目资金
（万元）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

达到指标值，按B/A或A/B×该指

标分值记分。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1.公交车系列广告：该系列广告包括公交车身、公交车候车亭，2020年费用预算为：102万元。

2.今日头条、广播广告该类广告包括“今日头条”app、宁夏区内广播。2020年费用预算为：91

万元。3.平面媒体（2020年费用预算为46万元）该类广告包括宁夏日报、新消息报、华兴时报

、国家彩票杂志。宁夏日报费用为10万元/年；华兴时报费用为7万元/年；国家彩票杂志费用为

4万元/年；新消息报298元/份。2020年，拟将配送范围缩减至三星级以上网点，预计有840个

网点。。4.中国体彩报（2020年费用预算为70万元）该项目为为全区网点，每个网点配送3份中

国体彩报，每份为1.3元。2018年和2019年的费用均在70万元以内。5.腾讯合作（2020年的合

作费用为25万元，6.《天气预报》栏目（2020年费用预算为14万元）。7.宁夏体彩网（2020年

费用预算为3万元）。8.擎天柱广告（该项目2020年的费用为130万元。）该项目包括银川、吴

忠、固原、中卫和石嘴山市的擎天柱广告，2020年的费用为130万。9.公信力推广（2020年费

用预算为20万元。）该项目主要为开展赴北京看阳光开奖活动。2020年的费用预算为20万元。

10.赛事品牌推广（2020年费用预算为80万元。）该项目主要为马拉松、全区各项群众体育活动

的品牌推广费用。11.公益品牌推广（2020年费用预算为50万元。）该项目主要为开展品牌公益

活动，如“温暖回家路”、捐赠等。12.以实物为载体的公益宣传品（2020年费用预算为100万

元）该项目主要为制作以实物为载体的公益宣传品。13.宣传媒体开发（2020年费用预算为40万

元。）该项目主要包括银川市和其他地市的宣传新媒体开发，如社区广告等。14.地市分中心宣

传费用193万元。吴忠市分中心自主营销宣传费用53万元、固原分中心自主营销宣传费用48万元

、中卫分中心自主营销宣传费用42万元和石嘴山市分中心自主营销宣传费用50万元。

“温暖回家路，体彩公益行”活动，共发送客运汽车105班次，免费运送旅客5700多人；借助全

民健身和体育赛事系列开展公益宣传，触达人群达10万以上；借助新媒体APP，触达人群单日百

万；每个地市投放2块擎天柱广告牌，全年触达人群约600万人次；在核心商圈投放户外大屏广

告进行开奖直播、公益宣传片，填补户外直播的空白，每天可触达约50万人次，全年可触达1.5

亿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停车场出入口广告30块，全年触达人群约800万人次；公交站亭广

告发布125块（单日每块可触达人群100人，单天总数为2万人次，全年约700万人次）。

得分计算方法

产

出

指

标

（40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632万元

附件1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宁夏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委托业务费-广告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80%（含）、80-50%（含）

、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

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指标3：网络媒体转发次数 3 大于4000条 4000条 3

指标4：公益、公信、品牌

赛事推广活动
3 2次 2次 3

指标5：户外媒体覆盖率 3 小于等于50% 50% 3

 指标1：活动实施绩效达标

率
9 大于95% 大于95% 9

指标2：宣传品合格率 6 大于95% 大于95% 6

时效指标 指标1：宣传时间 5 12月 12月 5

成本指标
指标：平面媒体、广播媒体

、网络媒体、户外媒体费用
5 764万元 632万元 4

结转资金132万元
已纳入2021年预算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体育彩票品牌公益性 20 增强 增强 2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体育彩票社会影响

力
20 持续增长 持续增长 20

满意度指标（20

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彩票公信力提升 20 增强 增强 20

总分 99

511万元

511万元

年度
总体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B）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数量指标
 指标1：补贴网点数

量
10 1124个网点 1124个网点 10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满分；未

达到指标值，按B/A或A/B×该指

标分值记分。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

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

项目资金
（万元）

数量指标

绩

效

指

标

绩
效
指
标

   疫情期间，部分网点经营困难，有退机意向，按照“六稳六保”要
求，通过采取发放彩票销售网点疫情防控补助和在体彩销售恢复正常
销售之日起三个月内，提高部分游戏玩法销售代销费比例两项应对措
施，为全区1124家体彩实体店发放补贴资金共计511万元，切实发挥出
财政资金在“六稳六保”工作以及助力打赢疫情保卫战的积极作用。

  疫情期间，部分网点经营困难，有退机意向，按照“六稳六保”要
求，通过采取发放彩票销售网点疫情防控补助和在体彩销售恢复正常
销售之日起三个月内，提高部分游戏玩法销售代销费比例两项应对措
施，已为全区1124家体彩实体店发放补贴资金共计511万元，切实发挥
出财政资金在“六稳六保”工作以及助力打赢疫情保卫战的积极作用

。

得分计算方法

完成值达到指标值，记
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

值记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年度资金总额： 511万元

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资金－疫情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905】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905001】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本级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式。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80%（含）、80-50%（含）

、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

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附件1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质量指标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

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B/A或A/B×该指标分值记分。



质量指标
 指标1：按照标准发

放
10 按照标准发放 按照标准发放 1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15 7月前完成 按时完成 15

成本指标  指标1：资金投入量 5 511万元 511万元 5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1：销售网点代
销佣金提高

15 提高 提高 15

 指标1：筹集公益金 10 增加 增加 10

 指标2：是否有助于
保民生稳就业

10 稳定就业 稳定就业 10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指标1：是否有助于
保民生稳就业

5 提高 提高 5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1：销售业主满
意度

20 满意 满意 20

100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
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绩
效
指
标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方
式。

总 　　　 分

产
出
指
标

（40分）

效
益
指
标

（40分）

社会效益
指标

1.若为定性指标，则根
据“三档”原则分别按
照指标值的100-80%

（含）、80-50%（含）
、50-0%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
值达到指标值，记满
分；未达到指标值，按
B/A或A/B×该指标分值

记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