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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中共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预算单位数量：4

填报日期：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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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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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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从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全力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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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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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财政拨款 13614.05 万元。

1.基本支出 8935.88 万元，占总支出的 65.64%，其中：工资

福利支出 6620.6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645.97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646.52 万元，资本性支出 22.73 万元。

2.项目支出 4678.17 万元，占总支出的 34.36%，其中：工资

福利支出 701.3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929.88 万元，资本性

支出 46.92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0 年，我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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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牢牢把握总书

记赋予广东总定位总目标的丰富内涵，把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外事工作的具体实践

中，从“两个大局”的高度因时因势聚焦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

一手抓疫情防控涉外工作，一手抓对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外事

工作稳步发展，全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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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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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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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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云”外事，协助线上线下结合举

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2020 年“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

2020 年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2020 年世界 5G 大会、国际金融论

坛第 17 届全球年会、2020 年世界数字农业大会等涉外大型活动，

将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政经验有机融入，积极展示广东改革开放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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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下发疫情防控期关于涉外处置、外

事活动、外媒管理、因公出国管理等涉外工作指引 40 项，指导

各地各部门规范有序开展疫情防控涉外工作；及时推出“暖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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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一视同仁公开信”等系列措施，确保中外人士一视同仁无

差别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外国记者采访 10 余场次的广东省

以及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研讨会，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举

行抗疫经验交流视频会近 100 场，对五大洲逾 100 国约 250 个友

好城市、机构及国际组织等捐赠 1747 万个口罩等防疫物资，积

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3）积极统筹我省优势特色资源，按照国家外交部署在援

助援建、经贸合作、医疗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持续深入推进，

积极做好外交专项工作，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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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重大项目协调人制度，持

续推动埃克森美孚等重点项目进展，举行巴斯夫（广东）石化一

体化项目建设、中海壳牌惠州三期乙烯项目战略合作云签约视频

会议。省领导会见知名企业高层，全力引进高端国际合作项目；

推动广汽和菲克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推动各领域交流

合作，宣传和引导国际社会积极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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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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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批 765 人次,有力配合了中央总体外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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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加坡、瑞士、法国等举行机制“云会议”，一

批重点项目“云签约”“云开工”，促成相关企业金融领域重要合

作成果，对外交流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新增乌兹别克斯坦驻穗领

馆，领馆总数达 66 家，国际友城达 200 余家，实现“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国家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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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4 张，用好“绿色通道”和来华邀请函等政策，有力服

务复工复产。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省财政下达部门预算 13916.11 万元，剔除外交专

项等项目后，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96.04%，季平均支出进度

61.10%，支出进度良好。

（三）管理效率分析

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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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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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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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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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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分。其中：

能耗支出 49.71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物业管理费 373.90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后 20

名。

行政支出 2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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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千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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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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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外宾接待等支出 453.53 万元后，业务活动支出共计

117.60 万元，人均支出 0.72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

间。

外勤支出申请剔除后进行评分，剔除友联会工作经费 5.96

万元后，外勤支出 1.64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前 20

名。

公用经费申请剔除后进行评分，剔除外交专项经费、友联会

工作经费、外宾接待等支出 677.39 万元后，公用经费支出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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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分。其中：单位能耗支出降低 45.59%、单位物业管理费降

低 38.71%、人均行政支出降低 31.42%、人均业务活动支出降低

93.42%、人均外勤支出降低 23.03%、人均公用经费支出降低

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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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向海关派遣翻译服务费用、案件审

理诉讼费用等。2020 年其他支出共计 13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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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其他支出共计 113.10 万元，占比 2.58%，自

评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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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1.存在问题。从全年的整体支出情况来看，结合审计厅对我

办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执行的审计报告，我办在资产管理、财务

管理合规性等方便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办公电脑、

打印机配置超标。二是部分租车费用会计核算科目使用不准确。

三是个别外事活动住宿费支出超标准。

2.针对上述问题及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实施改进措施

如下。

（1）积极做好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的处置工作，进一步规

范资产管理工作，在内网建立资产管理模块，强化新增资产配置

相关预算编报审核机制，实现资产申请、购买、领用、处置全过

程管理，进一步提高资产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2）加强政策学习和业务学习，形成每月定期学习机制，

重点对“三公经费”及会议费等相关规定进行专题学习，进一步

夯实会计核算基础，严格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使用说明列支相

关费用，保证制度刚性执行，提升业务水平，提高会计核算信息

质量。

（3）加强外宾团组接待内部管理，严格制度执行，确保每

笔费用开支合法合规，召开政策解读专题会议，讲解公务接待政

策规定，重申团组接待期间住宿标准，强调规范团组接待操作，

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