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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项目）背景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十三五”残疾人

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锡政办发〔2016〕238号）要求，设

立残疾人康复专项（残联）。该专项主要用于 7-14岁贫困残

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补贴、0-6 岁免费康复训练、市（县）

区残疾人免费体检、残疾人医疗康复手术救助、残疾人康复

（彩票公益金）、残疾人康复专项 2，使残疾儿童得到抢救性

康复训练，残疾人借助辅助器具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康复服

务队伍业务知识和实操能力，从而提高康复服务水平和质

量。 

（二）专项（项目）依据  

1.《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锡委

办发〔2010〕59号） 

2.《关于无锡市发展残疾人专项服务扶持办法的通知》

（锡政办发〔2010〕308 号） 

3.《关于无锡市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的通知》(锡政

办发〔2010〕3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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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苏政发〔2016〕99号) 

5．《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关于切实加强残

疾人康复工作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03〕33号) 

（三）专项（项目）组织管理 

无锡市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康复专项的主管部门，是

将残疾人代表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融为一体的市级人

民团体机关，代表残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开展各项业务和活动，直接为残疾人服务；承担政府委托的

部分行政职能，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无锡市残疾人联合

会内设办公室、教就处、康复处、维文处和计财处 5 个处室。

下属事业单位四家，分别是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

心、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托

养中心。 

市残联康复处负责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执

行和跟踪管理。 

（四）专项（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 0-14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

免费体检、贫困白内障手术救助、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救助

及其他康复救助等两大类 7个小项。 

1．7-14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补贴 

主要用于改善这类残疾儿童身体机能，为他们在学校学

习与康复机构康复训练双向转介提供优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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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岁免费康复训练救助 

主要用于减轻功能障碍或功能逐步得到改善与康复，提

高生活处理能力。 

3．有关市（县）区残疾人免费体检健康救助 

主要用于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

保证康复覆盖面。 

4．残疾人医疗康复手术救助 

主要用于救助贫困白内障患者，使其视力得到改善与康

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5．贫困肢体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 

主要用于由招标定点机构对贫困肢体残疾人免费装配

假肢、矫形器，恢复他们身体的部分功能，进行力所能及的

劳动和生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6．耳聪畅听行动助听器安装 

主要用于由招标定点机构对听力残疾人（青少年优先）

安装助听器，让听力残疾人安装助听器后，能听见外面的世

界，进而开口说话，逐步融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7．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救助 

主要用于为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具、定制型辅

具和个性化辅具，使残疾人能够融入社会。为听力残疾人安

装助听器后，能听见外面的世界，进而开口说话，逐步融入

正常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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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9 年，无锡市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1196.2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83 万元，其中：7-14 岁贫困残

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补贴调增 61万元，0-6岁免费康复训练

救助调增 22 万元，调增原因均为政策提标。调减预算 223

万元，其中：残疾人康复手术救助调减预算 113万元，调减

原因是人工耳蜗项目省残联未招标，白内障需求人数减少；

彩票公益金调减 110 万元，调减原因是需求人数减少。调整

后，无锡市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预算数为 1056.2 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 18.64 %；全年实际支出 1026.34 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97.17%。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资

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附表 1）。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为了能更好的管好用好财政资金，确保政府投入的资金

能推进项目的发展，需要通过绩效评价来对 2019 年无锡市

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支出的经济

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作出总体评价。评价工作建立

在科学、合理、完整的指标体系上进行。 

（一）编制方案 

在对残疾人康复资金当年完成情况基本摸清的基础上，

编制工作方案，并在上级考核指标和预算编制时编制的绩效

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十三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以及年

初省残联部门下达的目标任务，确定最终的绩效评价方案。 



5 

 

（二）数据填报 

业务处室和下属资金使用单位填报基础数据表。填报过

程中，我们随时解答处室问题，协助填报工作，确保各类数

据填写真实、准确。 

（三）数据核查 

根据业务处室和下属单位填报的基础数据逐项核查填

报依据，评估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合理性，与财政资金使用

情况逐一进行核对，审核资金支出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

审核第三方评估资料，对部分购买服务项目，已有第三方评

估的，借鉴使用第三方评估资料，并结合业务部门写的绩效

小结一起使用。 

（四）数据分析 

对基础数据、指标数据、第三方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进

行整理分析，核准数据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评价结论的准确

性。 

（五）撰写报告 

汇总各类信息数据，进行指标数据的总体评估，撰写绩

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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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2019 年，无锡市残疾人康复专项（项目）绩效目标共

13 个，完成 11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84.61%。其中：总体绩

效目标 2 个，完成 2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100%；明细项目绩

效目标 11个，完成 9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81.81%。详见《无

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表》（附表 2）。 

经自我评价，残疾人康复专项（项目）2019 年度评分为

90.5 分。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项目）

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附表 3）。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依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结合项目资金的使

用现状和管理状况，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共设专项管理和

评价指标二大类。其中：专项管理共设一级指标 3 项、二级

指标 8 项；评价指标共设一级指标 4 项、二级指标 17 项 

1．专项管理类指标分析 

专项管理类指标有使用情况、规范运作、目标设置 3 项

二级指标，预算调整率、预算执行率、明细支出合规性、项

目实施配套办法、项目运转程序规范、项目实施监控管理、

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明确性等 8 项三级指标。 

（1）使用情况（13 分） 

A．预算调整率（4 分）：考查项目的预算调整情况。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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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初预算 1196.2 万元，年度执行中，报经市长、市分

管领导批准调整预算 140 万元，其中调增 83 万元，调减 223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1056.2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18.64%。

按“调整率≤10%得满分，每大于 1%扣 1 分”的评分规则，

该指标得 0 分。 

B． 预算执行率（4 分）：考查资金的实际预算执行情况。

该项目调整后预算 1056.2 万元，实际支出 1026.34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7.17%，高于 95% ，按“≥95%满分，每小

于 1%扣 0.5 分”的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4 分。 

C．明细支出合规性（5 分）：考查是否存在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是否存在超范围补助情况，明细支出内容

和额度是否符合项目的特性等情况。评价中未发现上述问

题，该指标得 5 分。 

（2）规范运作（19 分） 

A．项目实施配套办法（3 分）：考查项目是否设立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或配套办法，内容是否包含政策依据、总体目

标、使用范围及标准、分配方式、执行年限、管理职责、预

算执行、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因素。按“缺一项办法扣 1

分；制度不完备的，缺一项要素扣 0.5 分，扣完为止”的评

分原则，该指标得 3 分。 

B．项目运转程序规范（6 分）：考查项目是否按规定程

序进行，项目是否按管理办法执行，政府采购等手续是否完

备。项目按规定程序运行。该指标得 7 分。 

C．项目实施跟踪管理（10 分）：考查财政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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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是否执行到位，项目是否按规

定程序运行，如重大政策和项目是否开展绩效论证（评估）、

政府采购等手续是否完备、重大项目是否执行“三重一大”

制度，是否按规定程序调整预算等。按“发现一起不符合规

定扣 2 分，此类扣分不设上限”的评分原则，该指标得 10

分。 

（3）目标设置（8 分） 

A．绩效目标合理性（4 分）：考查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

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评价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与专项资金支出

内容的相符性。按“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体现支出政策目

标的，得 1 分；每个项目都有绩效目标的，得 1 分；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关联度高，体现资金支出核心绩效目标

的，得 1 分；预期的产出和效果目标与预算资金相匹配，符

合正常业绩水平的，得 1 分”的评分原则，该指标得 4 分。 

B．绩效目标明确性（4 分）：考查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

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

和考核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按照“绩

效目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产出

指标和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效果及满意度等

指标的，得 2 分；绩效目标清晰、量化、可衡量的，得 1 分；

提供绩效目标目标值的计算公式，明确目标完成值的考核统

计口径，并能提供相关依据的，得 1 分”的原则，该指标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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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专项管理类指标权重 40 分，实际得分 36 分。 

2．评价指标分析 

（1）专项总目标（10 分） 

A．残疾人康复专项人数（5 分）：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为

632 人，实际完成 696 人，完成率 110.12%。按照评分规则，

该指标得 5 分。 

B．残疾人康复满意率（5 分）：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为残

疾人康复满意率达到80%，实际残疾人康复满意率达到82%，

按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5 分。 

（2）明细项目目标（34 分） 

A．0-6 岁儿童康复训练人数（3 分）：年初预算绩效目

标为 405 人，实际完成 579 人，完成率 142.96%。按照评分

规则，该指标得 2.8 分。 

B．0-6 岁儿童康复功能改善率（3 分）：年初预算绩效

目标为改善率达到 70%，实际改善率达到 75%。按照评分规

则，该指标得 3 分。 

C．0-6 岁儿童康复训练满意度（3 分）：年初预算绩效

目标为满意度达到 80%，实际改善率达到 82%，按照评分规

则，该指标得 3 分。 

D．开展残疾人免费体检人数（2.5 分）：年初预算绩效

目标为 4900 人，实际完成 3774 人，按照“完成值/目标值≤

85 或完成值/目标值≥200%得 0 分”的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0 分。 

E．贫困白内障手术救助人数（2.5 分）：年初预算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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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 195 人，实际完成 75 人，按照“完成值/目标值≤85

得 0 分”的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0 分。 

F．7-14 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满意度（3 分）：年初

预算绩效目标为满意度达到 80%，实际满意度达到 82%，按

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G．7-14 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功能改善率（3 分）：年初

预算绩效目标为改善率达到 70%，实际改善率达到 73%，按

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H．7-14 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贴人数（3 分）：年

初预算绩效目标为 80 人，实际补贴人数 117 人，按照

“85%-100%≤完成值/目标值≤140%-200%按比例扣分”的

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2.7 分。 

I．残疾人器具适配救助（2.5 分）：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为

2 人，实际完成 2 人，按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2.5 分。 

J．残疾人高端定制辅助器具适配救助满意度（3 分）：

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为满意度达到80%，实际满意度达到82%，

按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K．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救助（2.5 分），年初预算绩效

目标完成救助人数 151 人，实际救助 151 人，按照评分规则，

该指标得 2.5 分。 

（3）其他绩效评价指标（9 分） 

A．残疾人儿童家长培训次数达标率（3 分）：年初预算

绩效目标为达标率 100%，实际达标率 100%，按照“复机构

的培训记录、残疾人儿童家长培训次数达标率为 10%的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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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于则每降低 1%扣除 2%的权重分，扣完为止”的评分

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B．各类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3 分）：年初预算绩效

目标为覆盖率达到 97%，实际考察覆盖率达到 99.69%，按照

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C．有需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覆盖率（3 分）：年

初预算绩效目标为覆盖率达到 96%，实际考察覆盖率达到

99.72%，按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3 分。 

（4）满意度指标（10 分） 

社会满意度（10 分）：年初预算绩效目标为达到 80%，

实际调查社会满意度达到 85.2%，按照评分规则，该指标得

10 分。 

综上，评价指标分析类指标权重 60 分，实际得分 54.5

分。 

四、主要成效 

（一）儿童康复救助标准全省前列 

无锡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

实施办法》，六大类 0-14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标准全面提高，

其中 0-6 周岁救助标准提高了 8.5%，7-14 周岁救助标准提

高了 38.4%，最高救助标准为 5万元/年。 

（二）儿童康复服务内涵延伸 

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从专业角度入手，探索融

合教育模式，建立康复教育联盟，构建校际教研共同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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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幼小衔接融合教育，共有超过 100人次的儿童接受

了融合教育，超过 90%的孩子经过融合教育走进了普通幼儿

园、小学。市干预中心也顺利地拿到教育资质，经市编委会

批复同意，由副科调整为正科级建制。 

（三）残疾预防突出重点 

健全工作体系，提倡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准确把握

残疾预防的切入口，以“青少年脊柱侧凸的残疾预防和康复

干预”等为残疾预防重点项目，带动残疾预防试点城市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主要问题 

无锡市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收到了一定的

成效，但我们也注意到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过程中，还

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论证不充分，预算调整幅度过大 

2019 年度，残疾人医疗康复手术救助年初预算 126.5 万

元，调减预算 113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89.32%；残疾人康复

专项（彩票公益金）年初预算 220 万元，调减 110 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 50%。调整幅度过大。 

（二）绩效目标设定不合理，部分项目年度任务目标未

达标 

残疾人免费体检人数绩效值为 4900 人，实际完成 3774

人，完成率仅达 77.02%，贫困白内障手术救助人数绩效目标

值为 195 人，实际完成 75 人，完成率仅为 38.46%，0-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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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康复训练人数绩效目标值为 405人，实际康复人数为 579

人，完成率达 142.96%，7-14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训练人数

绩效目标值为 80人，实际补贴 117 人，完成率达 146.25%。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预算项目论证，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及执

行率 

建议康复处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科学性、合理性，

加强预算前期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工作，特别是对康复对象的

需求进一步调研，深入分析，提高预算的精准性。同时加强

事中管理，对预算执行率不高的明细项目深入分析，找出偏

差原因，及时调整预算。 

（二）加强前期调研，合理设定绩效目标 

建议康复处在预算编制前对上一年的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加强分析，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摸清康复对象底数，找

准康复需求，合理设定绩效目标，既要体现该专项设置的要

求，又要从工作实际出发，贴合项目实际。 

 

附表：1. 无锡市 2019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预算安

排及执行情况表 

      2. 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表 

3. 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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