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于都2021年小型灌区维养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权重值 评价分 备注

决策
（20分）

项目立项
（10分）

立项依据充
分性
（5分）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2.与部门
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
职所需；3.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4.未
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
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
况。

评价要点：
①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
和政策要求；
③ 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
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 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
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専权支出责
任划分原则；
⑤ 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
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5 5

立项程序规
范性
（5分）

1.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2.审批文件、材料合规
性；3.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充、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 集体决策.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規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
② 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
③ 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充、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
、 集体决策。

5 5

绩效目标
（5分）

绩效目标合
理性
（3分）

1.强化前期工作和项目管
理；2.预防和及时发现纠正
项目管理、资金使用、资金
监督等方面问题；3.促进和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
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①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 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
否具有相关性；
③ 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
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 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
资金量相匹配。

3 0
水利局没有为小型灌区维养项目
编制2021年度绩效目标，扣3分

绩效指标明
确性
（2分）

1.强化项目管理；2.发现问
题，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
改，整改率100%；3.促进和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确保
资金发挥效益。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 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
③ 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
相对应。

2 0
水利局没有为小型灌区维养项目
编制2021年度绩效目标，扣2分

项目资金投
入（5分）

预算编制科
学性
（3分）

1.预算编制科学论证；2.预
算内容与项目内容配；3.预
算额度测算依据；4.预算确
定的项目经额与工作任务相
匹配。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 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 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
否按标准编制；
④ 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3 3

资金分配合
理性
（2分）

1.资金分配依据；2.资金分
配与项目绩效目标内容相一
致：3.分配结果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评价要点：
①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 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
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2 2

过程
（15分）

资金管理
（10分）

资金到位率
（2分）

1.预算资金；2.实际到位资
金。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
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
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2 2

预算执行率
（5分）

实际支出资金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
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5 2.7

通过项目财务材料抽查获取数
据，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项
目申请到位资金438.62万元，项
目共计实际支出资金339.44万
元，预算资金执行率77.38%。扣
2.3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3分）

1.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财务管理制度以水利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2 
资金的拨付审批程序和手
续；3支付资金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和合同规定的用途；4.
资金使用合规、合法。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
② 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
③ 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
定的用途；
④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
列支出等情况。

3 0

祁禄山镇提供的田间维养村料，
维养工作是由村渠管员和村民共
同完成，但是灌区维养经费8.45
万元全部支付给了于都县德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并且没有提供
与于都县德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的相关田间维养合同，发票
。扣3分，

管理制度健
全性
（1分）

1.制定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
制度；2制度具体相应的业务
管理制度；3财务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4业务管理制度
合法合规完整。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用以反映和考核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
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
②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
合规、完整。

1 1



组织实施
（5分）

制度执行有
效性
（4分）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
管理规定；
2.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
续；
3.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
地设备、信息支撑。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
理规定；
②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
备；
③ 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
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 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4 1.5

（1）车溪乡14个村、罗坳镇18
个村、仙下乡18个村未提供任何
材料；
（2）葛坳乡除黄屋乾村、牛颈
村、三溪村、桐溪村四个村，剩
余19个村未提供田间维养工作单
、验收单；
（3）贡江镇古田村、红旗村、
迳坑村、芦山村、罗坪村、农业
村、水南村、渔民村、楂林村、
长征村、蔬菜场村未提供田间维
养工作单、验收单；
（4）禾丰镇隘下村、黄塅村、
库心村、麻芫村、坪山村、园岭
村、中坊村、珠塘村未提供田间
维养工作单、验收单；
（5）利村乡茶坑村、利村、上
坪村、下渭村未提供田间维养工
作单、验收单；
（6）桥头乡7个村未提供田间维
养工作单、验收单；
（7）沙心乡高屋村、红光村、
沙塘村、沙新村未提供田间维养
工作单、验收单；扣2.5分，

产出
（40分）

产出数量
（15分）

实际完成率
（15分)

每年田间农、毛渠清理约
7800公里；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
数）×100%。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数量；初步设计检查数量；现场抽查
数量；

15 15

产出质量
(15分）

质量达标率
（15分）

357个行政村灌区维养验收达
标情况；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
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
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
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
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
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
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15 10

于都县357个行政村灌区维养，
其中254个行政村己通过验收，
103个行政村未提供相应村料，
扣5分

产出时效(5
分）

完成及时性
(5分）

357个行政村灌区维养及时
性；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
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
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
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

5 5

产出成本
（5分）

成本节约率
(5分）

357个行政村灌区维养资金使
用情况；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
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
。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
、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际所耗费
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
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一般以项目预
算为参考。

5 5

效益
（25分）

项目效益
（25分）

社会效益
（15分）

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等。 15 15

满意度（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管理部门、社会公众、服务对象
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满意率平均达90％以上（含90％），
得满分；每减少1%，减1分；满意率
平均达80％以下不得分。

10 10

总分 100 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