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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工作

的通知》（成财绩〔2019〕6号），我们接受成都市财政局委托，于

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7月4日对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市动物疫控中心）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具体

情况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机构组成 

市动物疫控中心为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直属的财政补助公益

一类正县级事业单位。2016年根据成都市编委《关于调整成都市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成机编〔2016〕15

号）文件精神，市农业质量监测中心和市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划

转到市动物疫控中心，市动物疫控中心按照业务职能分类，设立

办公室、动物疫病防控科、农业质量监测科、畜牧饲料科、水产

科5个科室。 

（二）机构职能 

市动物疫控中心主要职能为成都市动物（含水生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扑灭的防控策略与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动物疫

病监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和兽医新技术推广应用，承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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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动物疫病溯源体系和实验室检测体系建设，动物疫情预警分析、

信息报送、防疫物资组织供应、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技

术工作和控制效果评估；负责成都市畜禽品种改良、畜牧、水产、

蜂业、草业、饲料等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和业务指导，承担成都市畜牧统计和水生野生动物资源

调查、保护与救助工作；负责成都市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环节

的食用农（畜、水）产品以及产地环境的检验检测工作，承担成

都市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指导成都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工作。 

（三）人员概况 

根据向市编办送审的《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

制方案》，核定市动物疫控中心事业编制人员数70人，截至2018

年底，实有在编人数67人（工作人员64人，部门领导3人），退休

人员18人。 

（四）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 

根据《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工作总结暨2018

年工作要点》了解，2018年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主要为： 

1.进一步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稳定控制重大动物疫病； 

（1）开展成都市动物强制免疫的组织工作；（2）开展重大动

物疫病应急处置工作；（3）组织成都市防疫物资供应和物资管理；

（4）开展各区县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指导和调研工作；（5）实施

常年疫病诊断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历年数据预计 2018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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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病原学、布病、狂犬病抗体、马鼻疽、马传贫、血吸虫病、小

反刍兽疫等监测任务不不低于 16000 份；（6）计划对成都市动物

疫病监测和流调实施网格化监管；（7）把握成都市动物疫病流行

形势，科学预警预报动物疫情风险，计划召开了至少两次成都市

动物疫情分析会商会。 

2.加强农产品监测，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1）开展农业部、省农业厅、市农委等有关部门下达的农畜

（水产品）、饲料等各项检测任务；（2）收尾 2017 年早熟梨、茶

叶和蔬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项目，撰写结题报告；（3）开展 2018

年柑橘、鸡蛋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项目的立项，进行生产调查和相

关技术培训；（4）开展成都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工作，

组织开展 7期县级农产品质检机构人员培训；（5）开展中心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项目建设工作并完成验收，初步建成信

息化平台，各项检测及管理工作逐步纳入 lims 系统。 

3.加强水产技术推广，推进水产业发展； 

（1）推进各项现代渔业发展项目，全面完成水生生物资源调

查项目；推进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建设项目；（2）扎实开展水

产技术推广，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和循环水养殖技术，重点推

广陆基集装箱养殖和稻渔综合种养；进一步规范水产养殖技术，

编制相应的技术标准和书籍；（3）着力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开展

水生野生动物宣传、保护和救助工作；开展淡水经济鱼类增殖放

流活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经验总结，认真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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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年来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经验，发表论文 1篇；（4）开展

珍稀特有物种研究。为保护特有、珍稀及重要经济鱼类，启动《白

甲鱼人工繁育技术研究》。 

4.积极推广畜牧新技术，促进畜牧产业健康发展； 

（1）组织召开以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畜牧（蜂业）

价格统计、养殖等的主体技术培训不少于3次，参训人数不少于260

人次；（2）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基层畜牧（饲草）技术推广

站创建工作；（3）开展2018年度各项畜牧统计监测和数据分析工

作；成都市《2017年度畜牧业生产情况统计》数据的填报、审核、

上报及分析报告；（4）开展成都市蜂业管理工作。开展蜂业科普

工作；实施省农业厅下达的蜂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任务，计划

抽取蜂蜜和蜂王浆样品不少于60份；计划针对蜂产品抽检出现的

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开展调研，撰写《关于蜂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市动物疫控中心收入为8562.9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3938.77万元（包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518.45万元，纳入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拨款420.32万元）；本年追加预算1219.83万元；上年结

转3404.38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本年实际支出6779.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09.18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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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出5170.68万元。 

决算支出数为6785.89万元，与财政资金数差异6.03万元，原

因系2018年使用了以前年度非财政拨款结转6.03万元，其中：其

他农业支出6.03万元。 

三、部门整体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2018年度预算安排7343.15万元，其中用于:基本支出1626.72

万元；项目支出5716.43万元（其中:运转类项目2864.73万元、专

项类项目1371.7万元、专项资金1480万元）。 

1.运转类项目：预算资金为2864.73万元，共有10个项目，项

目预算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上报市财

政，运转类项目明细如表一： 

表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1 动物疫病检疫防疫 50

2 成都地区畜牧产业持续发展 30

3 成都地区渔产业持续发展 169

4 动物传染性疫病监控项目经费 20

5 水生动物检验检测项目经费 13

6 农业质量抽检风险评估 125.05

7 无公害农产品监督检测费 60

8 农业投入品（饲料）监督检测费 80

9 结转 2017 年成都市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经费（中央、省） 2199.66

10 结转 2017 年省级财政农业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 118.02

合计 2864.73

2.专项类项目：预算资金为1371.7万元，共有5个项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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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1046.98万元，项目预算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市

农业农村局上报市财政，绩效目标填写完整规范。专项类项目明

细如表二： 

表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 

金额 
立项依据 

1 
农业质量监测运

行保障专项 
130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规定各地应

开展质量安全抽检工作 

2 渔产业发展专项 155

《野生动物保护法》，《成都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成办发〔2013〕49号） 

3 

结转 2017 年成都

市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基地项目 

779.32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

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成发改政务审批《2017》93

号） 

4 

结转 2017 年中央

财政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助资

金 

15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7 年中

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的通知》（成财农《2017》121 号） 

5 

结转 2017 年市农

业质量监测中心

建设完善项目 

292.38

根据市编委成机编［2016］13号文件

精神，2016 年 7月 1日将成都市农业

质量监测中心划转到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增挂市农业质量监测中心

的牌子，承担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农业产地环境及种子质

量的监测及检测的职能 

合计 1371.7   

3.专项资金：预算资金为1480万元，共有2个项目，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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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2万元，项目预算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

农村局上报市财政，绩效目标填写完整规范。专项类项目明细如

表三： 

表二：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预算 

金额 
立项依据 

1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溯

源体系建设管理-市农业

质量监测中心检测能力

提升项目 

4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 
病虫害控制-“成都智慧

动监”专项资金 
1000

市农委《关于成都市推进成都智慧动监信

息平台建设的请示》（成农报【2015】137

号）的领导批示通知单（成府办【2015】

4-3-592 号） 

合计 1480  

（二）预算执行情况 

1.财政资金总体执行进度： 

市动物疫控中心2018年预算安排共计8562.98万元，实际支出

6779.86万元，执行率79.18%，详见下表三： 

表三：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上年 

结转 

年初 

预算 

预算 

调整 

调整后

年度预

算 

2018 年

度实际

支付金

额 

预算执

行率 

基本支出  1626.72 141.48 1768.20 1609.18 91.01%

其中：1、人员经费  1488.72 120.00 1608.72 1450.10 90.14%

      2、日常公用经

费 

 
138.00 21.48 159.48 159.08 99.75%

项目支出 3404.38 2312.05 1078.35 6794.78 5170.68 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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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运转类项目 2317.68 547.05 1154.42 4019.15 3642.58 90.63%

      2、专项类项目 1086.70 285 -7.07 1364.63 1046.98 76.72%

      3、专项资金  1480.00 -69 1411 481.12 34.10%

总支出 3404.38 3938.77 1219.83 8562.98 6779.86 79.18%

2.专项资金预算下达 

当年无专项资金下达情况。 

3.执行中期调整 

2018年度中期追加预算1219.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追加

141.48万元；项目支出追加1078.35万元。 

4.“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2018年度“三公”经费预算75.0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预算0万元，与2017年预算数持平；公务接待费经费预算1.07

万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46.5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经

费预算为74万元，较2017年同期增加78.31%。 

（三）综合管理情况 

1.管理制度 

市动物疫控中心制定了预算业务管理、收支业务管理、政府

采购业务管理、资产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合同管理、专项资金

管理等七方面业务管理制度。2018年度整理并完善了《成都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度汇编》，但管理制度中缺乏厉行节约、绩

效管理措施。 

现场抽查，市动物疫控中心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无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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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等情况。 

2.会计核算 

经抽查，市动物疫控中心会计核算符合《政府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会计核算合规，

抽查的凭证资料完整。 

3.非税收入执收情况 

2018年度非税收入434.63万元，开具非税收入票据332.84万

元。缴入财政非税收入284.98万元（房租收入90.98万元、利息收

入0.28万元、其他收入193.72万元）。 

4.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管理 

2018年度政府采购预算1747.55万元，政府采购备案计划金额

1639.55万元，实际执行政府采购合同备案1370.57万元。具体明细

如下表五： 

表四：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名称 
采购预

算资金

计划备案

资金 

政府采购

合同资金
备案号 备注 

农业质量监测运

行保障专项 

职业中介

服务 
95 95 94.98

（2018）

0499 号 
 

成都地区畜牧产

业持续发展 

空调机 2

台 
1.80 1.80 1.60

（2018）

0456 号 
 

便携式计

算机 3台 
3.00 2.51

（2018）

0493 号 
 

台式计算

机（含一体

机）3台 

7.80 7.80
（2018）

0459 号 
 

成都地区渔产业

持续发展 

多功能一

15.75

0.25 0.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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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机 1台 0495 号 

照相机 2

台 
2.00 1.97

（2018）

0496 号 
 

空调机 4

台 
2.70 2.36

（2018）

0498 号 
 

渔业产业发展专

项 

公共设施

施工 
155 155 148

（2018）

0497 号 
 

市农业质量监测

中心检测能力提

升项目 

分析仪器

14台 
480 372 371.11

（2018）

3220 号 

根据政策变化特种专

业技术用车不纳入集

中采购目录乘用车的

范围内，同时预算金

额未达到政采额度，

放弃采购 108 万元

病虫害控制-“成

都智慧动监”专项

资金 

电子耳标

400 万台 
1000 1000 740

（2018）

3035 号 

 

合计 1747.55 1639.55 1370.57  

5.资产管理 

（1）资产信息系统建设情况：经核实，所属资产已纳入资产

信息系统管理并落实专人负责，将资产变动情况及时录入系统。 

（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开展情况 

2016年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财资

〔2016〕1号）的规定，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6年成都

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成财办〔2016〕9号）

的要求，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并将结果

上报主管部门，2018年度市动物疫控中心内部工作人员进行资产

的盘点清查工作。 

（3）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上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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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动物疫控中心于2019年2月上报了2018年度资产报告并对

资产变动差异情况进行分析说明，资产信息系统资产金额与会计

账面金额、国有资产系统及上报的资产报告金额一致。 

6.信息公开及绩效评价开展情况 

市动物疫控中心预决算信息由市农业农村局官网统一向社

会公开，市农业农村局按规定的内容、时限在成都市政府信息网

公开了2018年部门及“三公”经费预、决算。按照成都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19年市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

1号）要求，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形成了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自评报告。 

（四）整体绩效 

1.部门目标完成情况 

市动物疫控中心根据2018年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各项工作，完成了部门各项工作目标，具体情况如下： 

（1）完成了成都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和成都市开展重大

动物疫病强制集中免疫和日常免疫工作，2018年度在成都市共计

免疫牲畜口蹄疫959.31万头次；免疫猪844.37万头；免疫羊小反刍

兽疫30.91万只；犬只狂犬病81.88万只。 

（2）完成了2018年度成都市各项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工

作。在成都市强制扑杀实验室监测阳性家禽5993羽，布病、结核

监测阳性奶牛51头、肉牛21头，“布病”阳性山羊164只；参与指

导养殖环节、诊疗环节、屠宰环节和食品加工环节开展病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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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产品的集中无害化处理工作；组织召开了成都市非洲猪瘟等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技术培训。 

（3）完成了2018年度成都市防疫物资供应和物资管理工作。

市动物疫控中心2018年度成都市共组织到位猪O型口蹄疫疫苗

970.88万头份、猪O型口蹄疫合成肽疫苗327.5万头份、牛羊口蹄

疫疫苗110.28万头份、禽流感二价灭活疫苗2065万ml、小反刍疫

苗37.5万头份、猪瘟疫苗959.72万头份，确保强制免疫工作顺利开

展；按照市农业农村局要求，对成都市防疫物资管理等进行了督

查，及时将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反馈到各区（市）县，督导整改到

位。 

（4）完成了对成都市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调实施网格化监管。

根据不同病种畜种，按照时间和空间分布设置了60个网格化监测

流调点。每季度组织各区（市）县开展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在上一年度流调网格化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优化了流调

实施方案，成都市四季度共监测样品5939份，共复核样品502份。 

（5）完成了2018年度各项安全监测任务，完成年度8461个样

品的检测计划，以上样品都完成了检验结果的上报或检测报告的

编制、审核、打印、签字盖章及发放工作。 

（6）组织县级农产品质检机构人员培训，共7期，31人次；

开展对成都市县级检测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帮助3个检测中心（站）

均成功取得双认证证书；督导11个获得双认证的区（市）县检测

机构完成100万元项目1000份样品的检测任务，收集监测数据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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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上报市农委；组织成都市农产品质检机构抽样技术培训。

全面完成了成都市全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工作。 

（7）完成中心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验收工作，中心

信息化建设平台初具规模，各项检测及管理工作逐步纳入lims系

统。 

（8）按照成都市现代渔业发展奖励补助项目要求，采集各类

标本约30000个，总结出分布于成都市江河的鱼类122种，分隶于7

目17科77属。整理出水生生物791属（种），完成了调查任务；市

动物疫控中心完成了《成都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详细设计》、

《成都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施工图设计》、地勘、代理机构招

标比选、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编制评审，工程招投标及合同

签订、施工组织实施等工作。截至评价日，项目建设目标中的科

研管理用房已完工，正组织竣工验收；宣教馆建设已完成布展方

案及招投标工作，正在施工中。 

2.履职效益 

（1）2018年度成都市“非洲猪瘟”防控情况 

按照部省市相关要求，建立排查制度，下发排查方案，加大

各环节排查力度，采集可疑发病生猪、病死猪和外省调入成都市

的猪肉产品和样品，及时送省疫控中心进行诊断；指导成都市各

级兽医部门，加强生猪养殖、屠宰环节专项流行病学调查，密切

关注疫情动态；2018年11月16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以《关于批

准十二个市级疫控实验室开展非洲猪瘟监测的通知》（川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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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号）文件核准，市动物疫控中心实验室开展非洲猪瘟

实验室检测工作。11月17日，自新津确认非洲猪瘟疫情以来，中

心实验室已收到检测样品21681份，已完成非洲猪瘟样品检测

18928份，已检测5187份，待完成已采集样品13741份。于2019年1

月3日，经评估验收合格，农业农村部宣布成都市新津县非洲猪瘟

疫区解除封锁。 

（2）完成上级部门目标任务情况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开展2018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交叉检查的通知》文件，市动物疫控中心共完成疫病监

测任务31项共55084份。对免疫效果和病原学检测结果进行评估，

春、秋防集中免疫的免疫抗体总体合格率超过农业部的标准要求，

完成了年度疫病诊断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3.满意度情况 

根据市动物疫控中心2018年度收回的52户“客户满意度调查

表”了解，通过对抽样情况、样品接洽、检验周期、检验报告的

可靠性、检验收费、与客户沟通、廉政建设进行调查，客户对成

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总体工作情况较为满意，满意率达

96.59%。 

四、评价结论及措施 

经评价，市动物疫控中心整体支出绩效明确，过程管理实施

有序，较好地完成了 2018 年度的工作目标及上级下达的目标任

务，取得了较好的整体效益，评价得分 75.36 分（总分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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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百分制折算，本项目评价得分为 83.73 分。指标体系评分表如

下所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目标填报 2.00 2.00 

目标完整性 3.00 3.00 绩效目标（8分） 

目标量化 3.00 3.00 

预算安排准确性 6.00 5.73 

报送时效、质量 2.00 2.00 

项目分类 2.00 2.00 

预
算
编
制
（20

分
） 

预算编制（12分） 

人大预算审查 2.00 2.00 

部门总体执行进度 15.00 12.00
执行进度（20分） 

专项资金预算下达 0.00 0.00 

预算调整（7分） 执行中期调整 7.00 0.88 

预
算
执
行
（30

分
） 

行政成本（3分） “三公”经费控制 3.00 3.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2.00 1.50 

资金使用合规性 2.00 2.00 
基础管理 

（6分） 
会计核算 2.00 2.00 

非税收入征收情况 3.00 2.50 非税收入执收情况

（6分） 非税收入上缴情况 3.00 1.50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编制 3.00 2.81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

（6分） 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执行 3.00 2.51 

资产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2.00 2.00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开展情况 2.00 2.00 
资产管理 

（6分）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上报情况 2.00 2.00 

预算信息公开 2.00 2.00 

决算信息公开 2.00 2.00 
信息公开 

（6分） 
绩效信息公开 2.00 0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 3.00 3.00 

评价层次 0.00 0.00 

综
合
管
理
（40

分
） 

绩效评价 

（10分） 

评价结果报告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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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整改完成情况 0.00 0.00 

计划任务完成率 4.00 4.00 

2018 年春秋防”动物疫病监测采集

血清抽样量完成率 
2.00 2.00 

2018 年成都市非洲猪瘟应急防控

有效性 
2.00 2.00 

 

整
体
效
益
（10

分
） 

部门整体绩效（10

分） 

满意度调查 2.00 1.93 

合计 90.00 75.36

调整后指标体系总分 90分，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因市动物疫控中心 2018 年度无专项资金，故将“预算执行”

中的三级指标“专项资金预算下达”指标分值 5分调减； 

2.因市动物疫控中心无下级预算单位，故将“绩效评价”中

的三级指标“评价层次”分值 2分调减； 

3.由于市动物疫控中心2017年度未纳入成都市重点项目和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故将“综合管理”中的三级指标“整改完

成情况”分值 3分调减。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进度较低 

2018 年度基本支出实际执行率为 91.01%，项目支出实际执

行率为 76.10%，总体实际执行率为 79.18%，总体执行率偏低。

经了解，因 2018 年 8月爆发非洲猪瘟事件，非洲猪瘟进口仪器设

备及检测耗材等非政府采购应急项目、“成都智慧动监”专项政府

采购项目执行进度缓慢。 

（二）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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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政府采购预算资金 1747.55 万元，备案计划资金 1639.55

万元，执行合同备案资金 1370.57 万元，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差

异较大，预算编制有待加强。现场询问 2018 年度未按照年初预算

进行政府备案采购，主要原因为“市农业质量监测中心检测能力

提升项目”需求论证过程中，根据政策变化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不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乘用车的范围内，同时预算金额未达到政府采

购额度，故自行组织了公开招标；另根据计划采购专用设备的专

家咨询意见，一台设备因技术进步较快，延迟采购有更好的选择，

故放弃了采购；“成都智慧动监”项目在 2016 年开始实施以来，

根据成都市实际需求采购的电子耳标，生产技术日趋成熟材料日

益固定，同时参与投标的生产厂家逐年增多，带来了采购成本的

大幅下降。 

（三）非税收入管理问题 

1.非税收入票款不同行 

市动物疫控中心 2018 年度账面显示征收非税收入共计

434.63 万元，经现场统计，2018 年度共开具有效非税收入通用票

据 214 张，共计金额 332.84 万元，经了解，个别单位未要求开具

票据，故市动物疫控中心未开具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市动物疫控

中心未做到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应开尽开，导致票款不同行。 

2.非税收入未及时上缴 

市动物疫控中心 2018 年度非税收入未实行“周五结算制”；

2018 年度共征收非税收入 434.63 万元，上缴非税收入 284.9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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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截至 2018 年底，149.65 万元非税款项挂账“其他应付款”科

目未上缴，该笔非税收入于 2019 年 1月上缴财政。 

六、相关建议 

（一）建议加强预算编制科学性、前瞻性，充分分析部门业

务特点，总结部门历时经验合理编制单位预算。 

（二）建议加强和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部门内部、外部之间的沟通、协调，

加强采购事前调研工作，使预算执行适应预算环境，更快地实现

预算目标，提高政府采购的绩效。 

（三）建议按规定实行“周五结算制”，严格遵守《四川省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按规定填开每笔非税收入通

用票据，确保票款同行，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确保及时足额

上缴财政。 

 

 

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