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文件

综人 匚⒛16〕 212号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i关于做好⒛“年度

考核工作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局直属各单位、各全资 (控股 )公司,各挂

靠 (代管 )单位:     ∷

根据水利部关于年度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结合选人用

人
“
一报告两评议

”
等工作,}现将 2016年度考核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和内容  ∷

(一 )考核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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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考核包括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考核。交流挂职

干部,时间超过半年的,在交流挂职单位进行考核 (考核评

优占交流挂职单位指标 );时间不足半年的,在原单位考核。

(二 )考核内容

领导班子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贯彻中央和部党组决策部署、履行职能、团结协作、选

人用人、反腐倡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方面。

领导干部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专

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履职尽责和工作实绩、担当精神和工作

作风、遵规守纪和党风廉政等方面。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

表》《2016年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考核测评表》(附件

1、 2)。

按照中组部和水利部人事司要求,结合我局年度工作实

际,领导班子总结、个人述职报告要突出以下 6方面重点: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情况 ;

2、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四个意识

”,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情况;

3、 贯彻中央、部党组和局党委决策部署,完成重点任

务、推进改革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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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展
·“
两学一做

”
学习潋育情况;

5、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i反对
“四风

”,廉洁自律情况;

6、 加强法治建设、依法办事情况。

二、考核方式     |
2m6年度考核工作在局党睽的领导下,由人事劳动教育处

会同有关处室具体组织实施。按照重点考核与分级实施的要求,

采取总结述职、考核测评、综斜评价等方式进行。为便于工作开

展,年度考核可与落实党风廉殊建设主体责任检查考核、党建工

作考核、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
一报告两评议

”
以及干部试用期满、

聘期满考核工作一并结合进行。|经研究,zO16年度重点考核单

位是人才资源开发中心和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一 )撰写工作总结  Ⅱ

各单位 (部 门)要提前撰写领导班子 (部 门)工作总结,领

导干部撰写个人述职述廉报告,|并填写《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登记

表》C见附件 3)。      |

京外事业单位和有独立人事权的在京单位领导班子年度工

作总结还应有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的专项内容。

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由班子集体审定,班子成员个人述职

述廉报告由主要负责同志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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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结述职    |
直属单位召开年度考核测评会,由主要负责人代表领导班子

作年度工作总结,并专题报告爿风廉政建设工作、党建工作和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个人述职述廉或书面述职述

廉。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铡导干部个人述职述廉报告应以书

面或内部局域网发布等形式提前发给参会人员。

部管干部、重点考核单位喇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考核测评

由人事劳动教育处组织进行。圉点考核单位的考核测评,由局领

导牵头组成考核组进行,并采骐个别谈话、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

深入考核。        ∷

局机关干部的考核测评由局人事劳动教育处组织进行。非重

点考核的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千部考核测评由各单位自行组织。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的考核测评由局领导牵头,人事劳动

教育处会同财务资产处、综合卅发管理中心组织,党群工作办公

室、监察处、计划处参加;中 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考核测评由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牵头,钭同综合开发管理中心组织。其他

企业的考核测评按照出资关系绀织进行。

(三 )反馈考核测评结果 |

局人事劳动教育处采取适当方式向各单位 (部 门)反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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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开

考核测评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阝一报告两评议”
情况。部管干部

考核结果按照部人事司有关要求进行反馈。

各单位根据反馈情况,结合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或专题会

认真总结,提出整改措施,i有关整改情况可采取适当方式公

三、考评范围和等次确定 ∷

各单位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按照统一标准掌握。一般掌握

在本单位考核人数的 10%以 内,|最高不超过 15%(各单位部管干

部,在外交流挂职半年以上的升部不计算为所在单位的基数,被

确定为优秀的也不占所在单位优秀等次指标 )。 对表现比较突出,

但因名额限制不能确定为优秀的人员,可由所在单位内部表扬。

不同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孝核分另刂在以下范围内进行。

(一 )局领导班子和部管升部

局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以屎其他部管干部的考核,按照《关

于⒛16年度部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人

事干 EzO16〕 118号 )有关规矧执行。

(二 )局机关工作人员 ∷

部门正职的述职和测评分别在本处室全体人员和局⒛16年

度工作述职汇报 (交流)会上谶行。其他人员在本处室述职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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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          ∷

部门正职的考核等次由局党委会确定。其他人员考核等次由

所在部门提出意见,人事劳动教育处汇总并研究后报局审定。

(三 )局属单位领导班子 |

局属单位领导班子的考核分别在本单位和局 2016年度工作

述职汇报 (交流)会上进行。 ∷

(四 )在京事业单位其他车作人员

在京事业单位非部管干部的考核和测评由本单位自行组织。

其中,领导班子成员的考核和测评应在本单位全体职工参加的述

职会上进行。       |
干部考核等次由所在单位研究确定,结果报局备案。其申优

秀等次的人员报局审定。  Ⅱ

(五 )京外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

京外事业单位 (重点考核葺位除外)的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

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其中,领矧班子成员的考核和测评应在本单

位全体职工参加的述职会上进行。人数较多的,可在中层以上干

部参加的述职会上进行。  ∷

领导班子成员的考核等次和本单位考核优秀等次人员报局

研究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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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局属企业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的考核在公司

全体职工和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范围内进行。领

导班子成员的考核等次和公司考核优秀等次人员报局研究确定。

(七 )挂靠 (代管)单位丰作人员

使用事业编制的挂靠社团△作人员的考核,由各社团自行组

织。考核等次由所在社团提出意见,报局研究确定。

代管单位正式工作人员的考核,由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进行。

结合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由局研究确定其考核等次。

四、对几类人员的说明

(一 )zO16年接收的应届毕业生

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刘等次,考核结果作为定级的依据。

(二 )经批准派出学习、培训的人员

由所在单位根据学习、培训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确定考

核等次。          |
(三 )因病 (事 )假 6个用以上的人员

不进行考核。、    i
(四 )受处分的人员  |
困违纪处分在影响期内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年度考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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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表 “本单位评鉴意见”
中按规定提出不确定考核等次,或考核

等次为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意邓,并加盖党委或单位公章。

五、有关要求     ∷

(一 )时间安排    ∷

各单位 (部 门)应在⒛17阵 1月 4日 (星期三)前完成考

核工作。∷          ∷

(二 )材料报送    i
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各单位应将如下材料于⒛17年 1月

⒛日前报送局人事劳动教育处i

1、 部管干部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表》

2、 领导班子工作总结; |

3`部管干部个人述职述廉嘏告(以上三类材料各一式两份,

同时均需提供电子版本、  |
4、 本单位年度考核情况总绔;

5、 其他干部 《年度考核登泥表》(附件 4)。

(三 )材料要求   Ⅱ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登记耒》《年度考核登记表》用M纸填

写,正反面打印,正文用 5号仿宋字,单倍行距,一般不超过

3O00字 ,个人总结需加页的,应在表的正面和背面之间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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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正反面打印。      ∷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年度考核工作,科学安排,确保年度考核

顺利进行。要严格履行考核程序,坚持考核标准,民主测评结果

需有专人统计、监票并签名。民主测评原始表及统计结果保留一

年,考核结果的运用应符合相关政策。

附件:1、

2、

zO16年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测评表

⒛16年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考核测评表

zO16年领导干部考核登记表

年度考核登记表|

3
 
 
4

年 12月 1

2016+12n16afpk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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