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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中共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

1.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外事工作发展规

划并组织实施。

2.研究外事工作重大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3.负责宏观谋划、统筹协调本省重大对外交往活动，并指导

各地区各单位的重大对外交往活动。

4.统筹、协调处理本省海洋、海事等相关事务。

5.组织接待外国访粤的国宾、党宾、议会外宾、友好人士、

工商界领袖以及其他重要来宾。接待或管理来粤从事公务活动的

各国外交人员及外国记者。审核在粤举办的国际会议和邀请外国

人来粤访问有关事宜。

6.负责本省与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的交涉事宜，管理外

国驻穗领事机构、驻粤新闻机构等工作。

7.协助实施本省在境外公民和机构合法权益保护等相关事

务。协调处理外国公民及法人在粤发生的各类重大案（事）件。

8.统筹协调本省与相关国家地区交流合作事务，如国际友城

交往、缔结友城关系。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坚持思想引领，加强党对外事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2.服从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全力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3

3.统筹全省外事资源，促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4.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扎实推进对外领域重大风险防

范工作。

5.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全面提升外事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用好用足外事特色平台，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2.聚焦疫情防控和对外工作大局，扎实推进疫情防控涉外工

作和对外交流合作。

3.按照国家外交部署在援助援建、经贸合作、医疗外交、文

化交流等方面做好专项外交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4.着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用好外事

资源渠道，推进“双区”建设。

5.发挥外事大省优势，配合总体外交，圆满出色完成中央安

排到广东访问的重要外宾团组的接待工作；主动开展人文外交和

公共外交，促进地方交流合作。

6.持续打造举办更具影响力涉外活动，不断拓宽对外交往渠

道平台。

7.全面提升外事管理和服务水平，协助推动稳定国际产业

链，服务复工复产大局。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财政拨款 13898.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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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 9249.86 万元，占总支出的 66.55%，其中：工资

福利支出 7259.61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49.04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331.21 万元，资本性支出 9.99 万元。

2.项目支出 4648.44 万元，占总支出的 33.45%，其中：工资

福利支出 1094.6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800.79 万元，资本性

支出 746.32 万元，其他支出 6.67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1 年，我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及对广东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三、十四、

十五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题主线，坚决贯彻落

实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外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省委“1+1+9”工作

部署，着力统筹疫情防控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我省外事工作更

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广东改革发展，为我省“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全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 98.46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严格落实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努力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认真开展绩效自查自评，按时保质完成绩效自评及公开工作。进

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政府采购全流程活动的规范管理，



5

确保政府采购设备及时交付。组织接待外国访粤的国宾、党宾、

议会外宾、友好人士、工商界领袖以及其他重要来宾。加强因公

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做好经费先行审核工作。加强预算成本控制，

确保各项工作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用好用足外事特色平台，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配合成功举办、协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深圳分会场活动、从都国际论坛、“读懂中国”国际

会议等系列活动，主动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精彩分享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以广东实践阐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增进外方对我

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2）聚焦疫情防控和对外工作大局，扎实推进疫情防控涉

外工作和对外交流合作。毫不松懈抓好抗疫涉外工作，按照“快、

严、实”的要求，持续落实“十二个强化”防疫措施和中外人士

一视同仁政策，配合省领导赴地市调研，派工作组深入基层一线

进行督导，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问题 43 项。积极推进在粤外籍

人士接种新冠疫苗，稳妥做好外国驻华外交人员、机构代表入境

工作，确保防疫工作万无一失。配合推进“春苗行动”，推动我

省海外企业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开展抗疫国际合作，面向 50 余

国家开展线上经验交流，向多个国家捐赠防疫物资。

（3）积极统筹我省优势特色资源，按照国家外交部署在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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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援建、经贸合作、医疗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持续深入推进，

高质量完成外交专项工作，坚决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4）着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用好

外事资源渠道，推进“双区”建设。配合办好第 130 届广交会，

实现疫情后我省举办主场外交活动零突破。协调省领导出席现代

汽车电池工厂（广州）项目开工仪式，会见美国 GE、韩国 SK 等

世界 500 强企业高层，传递深化合作意愿，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

户。积极助力海博会、高交会、中博会等向世界高端展会转型，

打造高水平对外交流合作平台。精心组织外国驻穗领团及驻粤外

媒赴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地市进行参访，有力宣介“双区”和两个

合作区建设新机遇，助力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5）发挥外事大省优势，配合总体外交，圆满出色完成中

央安排到广东访问的重要外宾团组的接待工作；主动开展人文外

交和公共外交，促进地方交流合作。创新开展 2021 广东国际青

少年交流活动，举办 GD Youth Link 羊城晚报手抄报创作大赛、

第三届广东中外青年体育对话会等。全年我办接待外国政府、政

党、议会和使领馆、友城、对外友好协会渠道以及外国记者等各

类团组并开支费用的有 84 批 431 人次,有力配合了中央总体外交

工作。

（6）持续打造举办更具影响力涉外活动，不断拓宽对外交

往渠道平台。积极协调省领导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等举行视频会

晤，积极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深化对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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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合作。成功举办我省与新加坡、泰国、瑞士等政府间机制

性会议，促进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举办“广东-

亚历山大海丝合作与数字经济研讨会”等一系列交流活动，保持

与沿线国家交往热度。继续优化友城布局，全省新增国际友城 3

对，总数达 204 对。

（7）全面提升外事管理和服务水平，协助推动稳定国际产

业链，服务复工复产大局。充分利用 APEC 商务旅行卡服务民企

走出去，为各类企业申办 APEC 商务旅行卡提供便利，累计办卡

量达 16437 张，对重大外资项目用好“绿色通道”和来华邀请函

等政策，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省财政下达部门预算 15833.79 万元，剔除外交专

项等项目后，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97.22%，季平均支出进度

59.5%，支出进度良好。

（三）管理效率分析

1.2021 年，我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各项决策部署，科学研判

形势，系统谋划收支安排，实事求是编制预算，依法依规将各类

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严格落实预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机制，

积极推进预算支出进度工作，将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纳入每月主任

办公会议专题进行研究，确保预算支出严格按计划进度有效推

进，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97.22%；及时做好预决算、绩效信息公

开工作，加强规范性检查，确保公开数据及时、规范；落实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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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制，强化绩效目标编审，做实项目绩效目标，

夯实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积极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加强采

购管理，提前做好采购意向公开工作，做好合同备案管理；加强

资产管理，及时修订资产管理办法，定期盘点资产，提高资产使

用效率，及时上缴资产收益；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建立节约型保障机制，坚持勤俭办外事，严控一般性支出，严格

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格新增资产配置管理。

2.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1）“运行成本控制效果”情况。本指标满分 4 分，剔除

特殊事项后我办综合得分 2.55 分。其中：

能耗支出 61.74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物业管理费 439.59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后 20

名。

行政支出 214.85 万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由于组织接待外国访粤来宾，统筹协调与相关国家地区交流

合作事务，安排省领导出访等任务是我办主要工作职能，因公出

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等业务活动年均支出较高，造成业务

活动人均支出金额较大，申请剔除后进行评分，剔除外交专项经

费、外宾接待等支出 264.96 万元后，业务活动支出共计 124.16

万元，人均支出 0.77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人均外勤支出 1.62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前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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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经费申请剔除后进行评分，剔除外交专项经费、友联工

作经费、外宾接待等支出 627.41 万元后，公用经费支出 11.47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2）“运行成本变化”情况。本指标满分 3 分，我办综合

得分 1.65 分。其中：单位能耗支出增长 24.20%、单位物业管理

费降低 9.12%、人均行政支出降低 20.65%、人均业务活动支出降

低 77.99%、人均外勤支出降低 3.38%、人均公用经费支出降低

17.83%。

在这些支出中，单位能耗支出增长较大，得分较低，主要原

因是：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水、电费支出略有增加。

（3）“其他支出结构合理性”情况。其他支出支出的主要

内容为专项工作支出等。2021 年其他支出共计 578.19 万元，开

支金额较大的原因为：开支外交专项等经费按省财政厅要求列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申请作为特殊事项剔除后进行评分，剔

除外交专项等经费后 2021 年其他支出共计 325.27 万元，占比

11.61%，自评得 3 分。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我办 2021 年度整体工作实施效果情况良好，但在预算资金

支付进度均衡性上仍有提升的空间。下一步我办将继续严格落实

预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机制，积极推进预算支出工作，对支出慢

于预期的项目查找原因，提出整改落实措施，以确保预算支出严

格按计划进度有效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