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民生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50205 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

项目主码 L205010102061 项目副码 180917002

项目名称 2020年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0 项目实施周期（年） 1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0/1/1 星期三 上午 0:00:00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0128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25,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25,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6130700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 填报人员 许露艺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玉溪市红塔区迎春街18号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黄翠岚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0877-2034894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31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yx2034894@163.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重要内容，“包下来、包到底”是我们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治承诺，体现了党的政治
信誉和政策连续性，做好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各级工商联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依据玉政办请[2018]21号文件、云联
明电〔2019〕5号、玉联明电〔2019〕1号等相关文件，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
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
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联
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春节前组织多种形式
的活动，慰问原工商业者和遗孀，送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慰问活动中，可邀请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
会会员一起参与，使他们能够进一步了解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继承老一辈工商业者的优良传统。对原工商业者老
会员和遗孀的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其生活、医疗等情况，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今
年市委、政府继续将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市春节前慰问对象，市财政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市工商联将由主要领
导带队深入各县区代表市委、政府进行慰问.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一、今年春节送温暖活动共分9个组，分别由市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到县区进行慰问（具体走访慰问对象见附件1），各
组排在第一位的市级领导为牵头人，负责统筹好本组的送温暖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等相关单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协调联系工作，具体走访慰问时间由各组自行确定。
二、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带队对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干部职工进行慰问，相关部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见附件2）
，具体慰问时间自行确定。
三、2019年春节双拥座谈会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配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市直离退休老
干部团拜会暨新春游园活动、老干部社团协会负责人座谈会由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四、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分别带队慰问原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及享受副厅双项和副厅三
项待遇的离退休干部（见附件3），由市委老干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慰问时间自行确定。
五、未安排市级领导统一慰问的，由相关部门按方案要求自行组织慰问。未纳入市级层面慰问的，由各县区各部门按
照中央、省、市要求做好慰问工作，慰问对象情况要进行认真审核，精准识别，确保不发生遗漏及重复多次慰问的情
况。
六、慰问活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轻车简从，务实高效，树立良好形象。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在春节前夕，根据玉溪市2019年春节送温暖活动安排表，由市工商联代表市委、市政府上门慰问全市原工商业者50人
，其中红塔区11人，通海县13人，澄江县4人，华宁县11人，峨山县3人，新平县6人，元江县2人。慰问标准500元/人
，共计慰问费25000元，分别由马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静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由杨
建敏主席带队，成员：谢江、吴文平、普文龙、李笑秋完成县级39人的慰问工作。完成期间：2020年1月18日至2020
年1月27日，共计9天时间。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受益对象为全市原工商业者，慰问人数为50人，其中红塔区11人，通海县13人，澄江县4人，华宁县11人，峨山县3人
，新平县6人，元江县2人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为使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节日，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对2019年春节送温暖活动工作安排
，我单位将在春节前对全市50人原工商业者进行慰问。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重要内容，“包下来、包到底
”是我们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治承诺，体现了党的政治信誉和政策连续性，做好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各级工商联必须
担负的政治责任。依据玉政办请[2018]21号文件、云联明电〔2019〕5号、玉联明电〔2019〕1号等相关文件，向原工
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
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根据以前年度我单位对此项目的完成情况来看，项目的前期工作已经扎实到位，项目计划切实可行，能按期完成项目
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1.项目时间：2020年1月18日至1月27日；
2.资金安排：2.5万元；
3.具体实施内容：一、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
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
作设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二、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春节前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慰问原工商业者和
遗孀，送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慰问活动中，可邀请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会会员一起参与，使他们能
够进一步了解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继承老一辈工商业者的优良传统。三、对原工商业者老会员和遗孀的情况进行
调研，了解其生活、医疗等情况，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四、今年市委、政府继续
将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市春节前慰问对象，市财政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市工商联将由主要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区
代表市委、政府进行慰问，慰问活动安排表附后。（具体到各县区慰问的时间以电话联系为准）
4.解决部分原工商业者和遗孀生活困难问题，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原工商业者。
5、项目活动安排：分别由马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静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由杨建敏
主席带队，成员：谢江、吴文平、普文龙、李笑秋完成县级39人的慰问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2018年12月31日，市级机关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并原则同意玉溪市2019年春节送温暖活动方案，按照
活动方案，认真测算，市工商联2.5万元，今年市委、政府继续将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市春节前慰问对象，市财政
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春节送温暖活动慰问经费项目主管部门为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其中一部份慰问由玉溪市工商联负责完成，具体由
工商联内设科室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负责，项目负责人为黄翠岚。项目组人员为：分别由马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
静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由杨建敏主席带队，成员：谢江、吴文平、普文龙、李笑秋完
成县级39人的慰问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该项目由我单位内设科室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负责，项目负责人为黄翠岚，主体责任为将500元/人的慰问费，上门
发放到慰问名册上的原工商联者个人，解决部分原工商业者和遗孀生活困难问题，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原工
商业者。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项目支出坚持会议决定。充分发挥党组会的作用，加大党组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力度。工作专题会主要决策提请党
组决策的单项工作，不得决策“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三重一大）”事项。
不得以主席办公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党组会，不得以党政联席会、领导干部工作会等形式代替党组会决策重大事项。

具体为：加快慰问进度，减少慰问出差天数，最大限度的减少和该项目相关产生的费用，最终实现工商联公用经费的
结余。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内控机制包括：
1、项目预算总额控制2.5万元；
2、归口管理工作机制，该项目归口工商联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负责；
3、项目负责人岗位职责控制，该项目负责人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科长黄翠岚：
4、标准控制：按文件要求对人员名单上的原工商联者进行慰问，人数50人，慰问标准500元/人；
5、按工商联费用报销审批流程进行支出控制；
6、单位设计慰问签收表进行表单控制；
7、监督部门对完成时效进行跟踪评价控制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我单位根据玉财行[2017]263号、玉办发[2014]64号、玉财行[2016]295号文件，制定出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包含《
玉溪市工商联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玉溪市工商联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玉溪市工商联差旅费管理规定》、
《中共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抓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度（试行）》、《中共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民主生活会制
度》、《中共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制度（试行）》、《玉溪市工商联“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
法（试行）》等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20

一、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
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在民
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吗，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立会、
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坚持
”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联
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
二、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两节”期间
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慰问原工商业者和遗孀，送
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慰问活动中，可邀请年
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会会员一起参与，使
他们能够进一步了解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继承
老一辈工商业者的优良传统。
三、对原工商业者老会员和遗孀的情况进行调研，
了解其生活、医疗等情况，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
支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人数 = 50 人 定量指标
由市工商联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50位
原工商业者，慰问标准每人500元，共计
慰问经费2.5万元

全市50位原工商业者，每人500元
，共计经费2.5万元

  时效指标

 　 2020年1月1日至1月27日 = 9 天 定量指标
由市工商联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50位
原工商业者，上门慰问，因分布全市各
地，预计慰问完成时间9天。

预计2020年1月18开始慰问工作，
于2020年1月27日前完成该项工作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人均收入增加 = 500元 元/人 定量指标
由市工商联代表市委、市政府慰问50位
原工商业者，每人500元。

50位全市原工商业者，每人发放
500元慰问金。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原工商业者满意度 = 1 % 定量指标 询问调查慰问
对党和政府给予的的关怀很开心
。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元

）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25,000.00 25,000.00

春节送温暖活动 其他 30305 生活补助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元 500.00 50.00 25,000.00 25,000.00
需慰问50名原工商业
者，每人500元。依据
玉政办请【2018】21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2019年春节
送温暖活动慰问经费
的请示

2019年市委、政府继续将
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市
春节前慰问对象，市财政
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4.00

未对立项内容进行说明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重要内容，“包下来
、包到底”是我们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治承诺，体现
了党的政治信誉和政策连续性，做好原工商业者工作
，是各级工商联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依据玉政办请
[2018]21号文件、云联明电〔2019〕5号、玉联明电〔
2019〕1号等相关文件，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
信，以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
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
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
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春节前
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慰问原工商业者和遗孀，送上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慰问活动中，可邀请年轻一
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会会员一起参与，使他们能
够进一步了解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继承老一辈工
商业者的优良传统。对原工商业者老会员和遗孀的情
况进行调研，了解其生活、医疗等情况，积极争取当
地党委政府支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今年市
委、政府继续将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市春节前慰问
对象，市财政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市工商联将由主
要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区代表市委、政府进行慰问.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3.00

简述部分说明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为使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节日，按照中央
、省委的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对2019年春节送温暖活
动工作安排，我单位将在春节前对全市50人原工商业
者进行慰问。原工商业者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重要内
容，“包下来、包到底”是我们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
治承诺，体现了党的政治信誉和政策连续性，做好原
工商业者工作，是各级工商联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
依据玉政办请[2018]21号文件、云联明电〔2019〕5号
、玉联明电〔2019〕1号等相关文件，向原工商业者传
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
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
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
照“六个始终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
效，介绍工商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
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4.00

简述部分清楚

简述

在春节前夕，根据玉溪市2019年春节送温暖活动安排
表，由市工商联代表市委、市政府上门慰问全市原工
商业者50人，其中红塔区11人，通海县13人，澄江县4
人，华宁县11人，峨山县3人，新平县6人，元江县2人
。慰问标准500元/人，共计慰问费25000元，分别由马
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静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
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由杨建敏主席带队，成员：
谢江、吴文平、普文龙、李笑秋完成县级39人的慰问
工作。完成期间：2020年1月18日至2020年1月27日，
共计9天时间。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3.00
简述

受益对象为全市原工商业者，慰问人数为50人，其中
红塔区11人，通海县13人，澄江县4人，华宁县11人，
峨山县3人，新平县6人，元江县2人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9.00 4.00

无时间安排、资金安排内容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根据以前年度我单位对此项目的完成情况来看，项目
的前期工作已经扎实到位，项目计划切实可行，能按
期完成项目工作。1.项目时间：2020年1月18日至1月
27日；
2.资金安排：2.5万元；
3.具体实施内容：一、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
信，以及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
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
坚持”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
联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二、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春
节前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慰问原工商业者和遗孀，
送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慰问活动中，可邀请年
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商会会员一起参与，使他
们能够进一步了解我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继承老一
辈工商业者的优良传统。三、对原工商业者老会员和
遗孀的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其生活、医疗等情况，积
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四、今年市委、政府继续将50名原工商业者纳入全
市春节前慰问对象，市财政每人安排慰问金500元。市
工商联将由主要领导带队深入各县区代表市委、政府
进行慰问，慰问活动安排表附后。（具体到各县区慰
问的时间以电话联系为准）
4.解决部分原工商业者和遗孀生活困难问题，将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原工商业者。
5、项目活动安排：分别由马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静
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
由杨建敏主席带队，成员：谢江、吴文平、普文龙、
李笑秋完成县级39人的慰问工作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6.00 3.00

上传依据不充分，简述部分清楚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8分）

简述

该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社会满意度指标与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依据玉政办请[2018]21号
文件、云联明电〔2019〕5号、玉联明电〔2019〕1号
等相关文件，向原工商业者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万
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以及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介绍工商联以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
务兴会、改革强会为统领，按照“六个始终坚持”要
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具体成效，介绍工商联一年来
的工作成果和新一年的工作设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5.00 4.00

项目绩效目标部分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7.00 6.00

绩效指标的量化率在60%以上且60%以上有明确设定依据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3.00 3.00

上传绩效考核办法，未明确项目绩效考核四项内容

简述

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以绩效目标实现
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应用为保险、以
优化资众资源配置、提升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为目的的项目资合绩效管理评价体系。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9.00 5.00

 50%以上有明确数量依据和单价标准 

(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9.00 8.00

70%以上细化至有标准和单价（计量单位指数量单位）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春节送温暖活动慰问经费项目主管部门为玉溪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其中一部份慰问由玉溪市工商联负责完
成，具体由工商联内设科室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负
责，项目负责人为黄翠岚。项目组人员为：分别由马
利兴书记带队，成员李静华、任敏、黄翠岚、钱洁完
成红塔区11人慰问工作。由杨建敏主席带队，成员：
谢江、吴文平、普文龙、李笑秋完成县级39人的慰问
工作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4.00
简述

该项目由我单位内设科室会员服务与法律维权科负责
，项目负责人为黄翠岚，主体责任为将500元/人的慰
问费，上门发放到慰问名册上的原工商联者个人，解
决部分原工商业者和遗孀生活困难问题，将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带给原工商业者。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1.00

上传依据不充分，简述说明

简述

项目支出坚持会议决定。充分发挥党组会的作用，加
大党组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力度。工作专题会主要
决策提请党组决策的单项工作，不得决策“重大决策
、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三重一大）”事项。不得以主席办公会、书记办公
会代替党组会，不得以党政联席会、领导干部工作会
等形式代替党组会决策重大事项。
具体为：加快慰问进度，减少慰问出差天数，最大限
度的减少和该项目相关产生的费用，最终实现工商联
公用经费的结余。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3.00

无实施进度内容

简述

春节送温暖活动经费内控机制包括：
1、项目预算总额控制2.5万元；
2、归口管理工作机制，该项目归口工商联会员服务与
法律维权科负责；
3、项目负责人岗位职责控制，该项目负责人会员服务
与法律维权科科长黄翠岚：
4、标准控制：按文件要求对人员名单上的原工商联者
进行慰问，人数50人，慰问标准500元/人；
5、按工商联费用报销审批流程进行支出控制；
6、单位设计慰问签收表进行表单控制；
7、监督部门对完成时效进行跟踪评价控制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4.00 3.00

简述部分清楚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我单位根据玉财行[2017]263号、玉办发[2014]64号、
玉财行[2016]295号文件，制定出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
，包含《玉溪市工商联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玉溪
市工商联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玉溪市工商联
差旅费管理规定》、《中共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
抓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度（试行）》、《中共玉溪市
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中共玉溪市
工商业联合会党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制度（试行）》
、《玉溪市工商联“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等

本表得分 90.00 62.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90.00 62.00

4.00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