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普遍补助部分）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0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普遍补助部分）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保局

地方主管部门 省医保局 资金使用单位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5329.53 11852.5 77.32%

其中：中央补助 11221.53 11221.53 100.00%

   地方资金 4108 630.97 15.36%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参保资助工作；
目标2:重点救助对象自付医疗费用按规定年度限额内
住院救助比例达到70%；
目标3:年度救助对象人次符合客观需要；                                                                              
目标4: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                                                                                      

目标5:有效化解不合理累计结余。
目标6:政策知晓率≥80%，救助对象满意度≥85%

1:持续做好困难群众参保资助工作；
2:重点救助对象自付医疗费用按规定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70%；
3:年度救助对象人次符合客观需要；                                                                              
4:强化医疗救助规范管理。                                                                                     
5:有效化解不合理累计结余。

6:政策知晓率80%，救助对象满意度85%。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资助参保人次数 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资助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

194279

住院救助人次数 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前三季度住院救助人次
数

150226

门诊救助人次数 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前三季度门诊救助人次
数

21214

质量指标

门诊医疗费用救助比例 符合实际 符合实际

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 符合实际 符合实际

重点救助对象自付费用按规定年度限额
内住院救助比例

≥70% 70%

时效指标 “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率 不低于上年 高于上年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合理累计结余减少程度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社会效益
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逐步扩大 逐步扩大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生态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政策知晓率 ≥80% 80%

救助对象满意度 ≥85% 85%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4.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者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5.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0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保局

地方主管部门 省医保局 资金使用单位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08629.83 208629.83 100.00%

其中：中央补助 165878.36 165878.36 100.00%

    地方资金 42751.47 42751.47 10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巩固参保率目标。参保人数稳定，以常住人口
数为基数计算的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91%；
2：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目标。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
院费用报销比例70%；参保人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
例≥40%；
3：实现基金收支平衡。基金滚存结余可支配月数
6-9个月；　　　　　　　　　　　　　　　　　　　　　　　　　　　　　　　　　　　　　 　　　　　　　　　　　　　　　　　　　　　　　　　　　　　　　　　　　　　　　　　　　　　　
4：有效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财政补助、
个人减支高于上年；参保对象满意度≥90%

1：巩固参保率目标。参保人数稳定，以常住人口数为基数计算
的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92%。
2：稳步提高保障水平目标。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
例70%；参保人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52%。
3：实现基金收支平衡。基金滚存结余可支配月数13个月。　　　　　　　　　　　　　　　　　　　　　　　　　　　　　　　　　　　　　 　　　　　　　　　　　　　　　　　　　　　　　　　　　　　　　　　　　　　　　　　　　　　　
4：有效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参保对象满意度95%。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参保人数（万人） ≥410 412
 指标2：各级财政实际补助标准

（元）
≥550元 550

 指标3：参保居民个人缴费标准

（元）
≥250元 250

质量指标

 指标1：以户籍人口数为基数计算的

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
≥91.5% 92.00%

 指标2：以常住人口数为基数计算的

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
≥98% 101%

 指标3：虚报参保人数（人） 0 0
 指标4：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
70%左右 74%

 指标5：参保人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

例
≥40% 52%

 指标6：实行按病种（组）、按人头

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
普遍开展 普遍开展

 指标7：基金滚存结余可支配月数

（月）
6-9个月 13

 指标8：开展门诊统筹，逐步向门诊

统筹过渡
普遍开展 普遍开展

时效指标  指标1：当年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到位

率(%)
100%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不合理累计结余减少程度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有效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

负担

财政补助、个人减支高于上

年

财政补助、

个人减支高生态效益
指标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满意 服务对象  指标1：参保对象满意度（%） ≥90% 95%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

加权平均计算。

    4.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者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5.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能力建设）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0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能力建设部分）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保局

地方主管部门 省医保局 资金使用单位 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59 109.67 42.34%

其中：中央补助 259 109.67 42.34%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提升医保信息化水平，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
施等方面建设，进一步夯实技术基础，切实保障医保信
息系统高效、安全运行，提高数据采集质量和速度。2:
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
效使用。3: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DRG试点工作
。2020年12月底DRG试点进行模拟运行和国家15套信息
化标准代码贯彻落地。4:有效提升综合监管、宣传引导
、经办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医疗保障服务能力。5:新
增功能模块1个、嵌入核查功能模块1个和完成市县骨干
网络搭建，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达100%。6:参保群
众政策知晓率≥80%，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78%，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85%。

1:切实保障医保信息系统高效、安全运行，提高数据采集质量
和速度。2:加强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查处金额达7675万
元，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3:2020年12月底DRG试
点进行模拟运行和国家15套信息化标准代码贯彻落地。4:有效
提升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医疗保
障服务能力。5:新增功能模块1个、嵌入核查功能模块1个和完
成市县骨干网络搭建，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达100%。6:参
保群众政策知晓率90%，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78%，参保人
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开展全域医保政策宣传活动次数 2 4

开展医保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培
训

2 7

医保信息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100%

实效指标

DRG试点进行模拟运行时间 2020年12月底 12月模拟运
行国家15套信息化标准代码贯彻落地 2020年12月底 12月贯彻落
地退役军人参保及关系转移接续系统适应性

改造
新增功能模块1个 1

参加省局信息化建设工作专班 1人/期 4

参保信息核查系统适应性改造 嵌入核查功能模块1个 1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参保群众政策知晓率 ≥80% 90%

医保经办服务信息化支撑能力 完成市县骨干网络搭建 完成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 ≥78% 78%

满意
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 ≥85%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

平均计算。

    4.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者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5.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填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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