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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目前部门的预算项目支出来看,仍存在绩效评价体系不健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所以
本文将从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展开探讨,针对绩效评价方面突出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希望部门
可以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财政资金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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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epartment Budget Project Expenditure
Yanhua Zhang
Transportation Bureau of Longhua County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department budget expenditur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imperfe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epartmental budget project expenditure,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hope that the department can establish a reasonab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financial fund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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