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罗县 2021 年财政局支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一、2019 年度平罗县崇岗镇等 4 个乡镇国土综合整治项

目

（一）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通过绩效评价，客观地评判项目的管理绩效，同时将绩效

评价结果与项目预算挂钩，为下年度专项资金的使用提供决策

参考，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及配置效率，实现财政

资源配置效益与效率最大化。

（二）绩效指标明确性

《2019年度平罗县崇岗镇等4个乡镇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设

计方案》里明确了绩效总体目标；目标产出、效益、可持续影

响和绩效目标的设定较为清晰、细化，并且可衡量，能够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晰化情况。项目管理类指标由 2个二

级指标、5 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分 25 分，实际得分 25 分。

2019 年度平罗县崇岗镇等 4 个乡镇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资金为

850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治区专项资金。项目总预算安排

为 8,475,085.29 元，根据宁夏诚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工程财

务决算审核报告，实际完成投资 8,117,049.17 元，预算执行率

95.78%，项目未超预算。

通过开展农村闲置村庄综合整治工作，对田、水、路、林、

村的综合整治，拆除、整理分散居住或废弃的农村院落，改善

农业生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推进区域生态良性循环

通过对农村闲置零乱的居民点进行拆除整治，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前提下，把土地平整、盐碱地治理、土壤改良、溉灌与

排水、田间道路和农田林网的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推进了新

农村建设及农村环境改造，使区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

评价结果：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总分

值 100 分，绩效评级分为优、良、中、差。运用评价组研发并

通过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据填报、

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评价组对平罗县 2019 年崇岗镇等

4个乡镇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最终得分

结果为 90.29 分，评价结论为“优”。

二、平罗县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一）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对平罗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设立的背

景、意义、项目内容、项目现状的深入调研和分析，了解平罗

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实施情况，

为全面、客观、公正对项目作出绩效评价提供依据；二是通过

对平罗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的

经济性、效益性、效率性等方面进行评价，揭示平罗工业园区

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产出、效果情况及整

体绩效情况；三是通过对平罗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验区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情况、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

效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做法，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全面分



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调整完善项目、改

进管理、安排预算、提升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提供重要参考。

评价得 93.79 分，评为优秀。

（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对象为平罗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试

验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被评价单位为平罗县德渊工业

废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以及与该项目有关的其他单位（部门）。

评价资金范围为项目批复投资金额 31680.71 万元，其中中央、

自治区财政资金 5000 万元，地方债券 5000 万元，企业自筹或

银行贷款 21680.71 万元。绩效评价内容从决策、过程、产出、

效益四个方面对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受益对象满意度等

内容进行评价。

（三）社会效益情况分析

1.改善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指标分值 3 分，评

价得分 2.94 分。根据平罗县德渊工业废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提

供的资料可知，通过项目实施，各种污染物负荷大幅度降低，

使沿岸居民居住环境、卫生状况得到改善，使居民的身体健康

得到保障。根据对项目周边居民的走访和回收的调查问卷可

知，项目周边居民对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改善评分平均分为

9.8125（满分 10 分），认为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改善情况良好。

2.水资源污染防治情况。指标分值 3分，评价得分 2.94 分。

根据平罗县德渊工业废水综合处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本工



程的实施有利于改善石嘴山市水污染状况，进一步完善了附近

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状况。根据对项目相关负责人访谈和回收

的调查问卷可知，项目周边居民及园区企业对水资源污染防治

情况评分平均分为 9.8，认为水资源污染防治作用很好。

三、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项目的实施，旨在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完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抵御外界风险和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进而有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全面优化调整和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促进地方经

济繁荣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截至 2020 年末，本项目财

政预算资金到位率 86.23%、预算执行率 42.24%；群众投劳折

资到位率和投入率为 78.52、100%。4 个项目片区 14 个施工标

段的建设工程，全部按期开工建设；计划实施的 4.24 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包括 0.36 万亩高效节水项目），已完成 2.7 万

亩（包括 0.308 万亩高效节水项目）；项目建设完成进度符合

合同约定及施平罗县 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依据工程进度计划，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要求，建设成

本控制在投资批复范围内。项目效益目标基本实现，调查对象

对项目整体满意度为 93.79%，其中，村民干部满意度 94.69%、

村民满意度 92.31%。按照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确定的绩效评价指

标和评分标准，在对基础数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进行综合

统计汇总的基础上，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

效益四个维度进行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最终评价



得分为 87.78 分，评定等级为“良。

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定及完成情况。项目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设定情况本项目县农发办按照 4 个片区建设项目初

步设计方案批复设目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绩效指标；绩效指晰、可衡量。但项目效益指标选择完整性不

够，未设定项目经指标及指标实现或完成程度的指标值，不利

于后续对项目效益体实现程度进行绩效自评和评价。本项目总

体和各片区具体绩分别为：1.1 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

项目总体目标计划投资 7,666.56 万元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

4.24 万亩（包节水灌溉面积 0.36 万亩），其中：土地平整

16,246 亩，机松翻 476 亩，增施有机肥 6,510 亩，实施渠道

沟道砌护、清淤等农排水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对 3.85 公

里田间道路铺设砂砾在道路两侧补种栽植苗木 2,790 株,提升

项目区道路通行和农田能。项目建设完成后，预期年新增粮食

产量 507.58 万公斤、新作物产值 574.4 万元、年节约灌溉用

水 348.0 万立方米、受益人均增收 105 元。包括 4 、10 个

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及 31 个细化量化指标。与过程类指

标权重占比 40％，产出与效益类指标权重占比 决策类指标包

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 3 个二及项目立项依据充

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绩效目标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

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 6 个三别对项目立项、绩效目标

和资金投入情况进行考察评判。过程类指标包括资金管理和组



织实施 2 个二级指标，以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和性 5 个三级指标，同时对资金到位率、预

算执行率分设中财政资金、县级配套和自筹资金 8 个细化量

化指标，分别管理和组织实施情况进行考察评判。平罗县 2020

年高标准农产出类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和

产级指标，以及项目建设工程完成率、验收合格率、完成及投

资补助成本 4 个三级指标，同时对三级指标细化量化为 标，

分别对项目产出情况进行考察评判。效益类指标包括项目效益

1 个二级指标，以及项目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

满意度 5 个三级指标，同标细化量化为新增粮食产量等 15 个

具体指标，分别对项目度情况进行考察评判。从项目效益指标

看，通过对项目实施单位绩效目标自评情况，以及评价组进行

访谈及开展问卷调查统计结果，项目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以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指标达到预期，调查对象对项目整体

满意度为 93.79%，其中，村民干部及村民满意度分别为 94.69%

和 92.31%。

四、2020 年公益岗位在岗人员补助资金

2020 年平罗县公益性岗位项目，在组织实施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城镇社会公共服务岗位和社区公益性服务岗位。第二

类是乡村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的具体安置对象，包括了具

有平罗县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愿望、就业能力 12

类就业困难人员。



（一）项目绩效目标

平罗县就业创业服务局在公益性岗位项目实施过程中，对

自治区安排的 4228 万元，安置公益性岗位 300 个(区级公益性

岗位安置 190 人，区级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 80 人，区级劳务

移民安置 16 人，经请示区人社厅，剩余劳务移民公益性岗位转

换为城镇公益性岗位，共安置 14 人)；对县财政安排的配套资

金 500 万元，安置县级 50 个公益性岗位，都制定了详细的绩

效目标。2020 年平罗县就业创业服务局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和目

标要求，圆满完成招聘任务并将公岗人员安排到用人单位。

（二）项目资金预算安排、拨付和使用情况

1.资金安排情况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6 月，自治区财政

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以宁财社指标〔2019〕670 号)

和宁财社指标〔2020〕211 号《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和自治区

就业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向平罗县下达 2020 年就业

补助资金预算指标 2986 万元、1242 万元，合计 4228 万元。平

罗县本级财政 2020 年安排县级配套公益性岗位预算指标 500

万元。总计 4728 万元。

2.资金拨付情况平罗县公益性岗位就业资金全部来源于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4228 万）和县财

政拨付的预算资金（500 万）。项目单位对此项资金实行专款

专用管理。平罗县财政局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和 7 月 2

日将自治区安排的 4228 万元资金拨入就业创业服务局基本

账户；对县财政局安排的 500 万元资金，其中 364 万元拨入



项目单位基本账户，136 万元县国库支付中心直接支付给公

岗人员账户。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工资每月由用人单位将就

业人员花名册和出勤情况经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每月

18-25 日前报县就业创业服务局审核。县就业创业服务局审

核无误后，由局财务室从局基本账户将公岗补贴划拨至公益

性岗位人员个人银行账户。

3.资金使用情况平罗县就业创业服务局 2020 年全年实际

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3048 万元，其中：区级公益性岗位人员工

资及社会保险缴费支出 2124.8 万元;区级建档立卡支出 285.6

万元；县级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缴费支出 637.6 万

元。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公益性岗位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实地调研、现场核查，

座谈、访谈、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经汇总整理分析后，采用

成本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四种评判方

法，并根据有关政策文件规定，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四

个方面全面反映了平罗县公益性岗位项目资金的绩效情况。一

级、二级、三级指标我们均按要求设置了得分权重和详实的评

分标准，并根据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根据本次绩效评价，

我们认为：平罗县公益性岗位项目，在经过十多年的实践与发

展后，已经形成了以自治区人社、财政部门安排的区公岗为主



导，以平罗县人社、财政部门安排的县公岗为补充的“8：2”

兜底线、稳就业、保民生的公益性岗位工作新格局。从平罗县

就业创业服务局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统计数据看：2020 年末

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规模达到 1232 人、资金支出达到 3048

万元。其中：区公岗全年支出 2410 万元，占比 79.1%，县公岗

全年支出 637.6 万元，占比 20.9%。为平罗县“稳就业、保民生、

促发展”做出了贡献。2020 年，平罗县公益性岗位工作的显著

亮点，一是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二是公益性岗位规模不断扩大；

三是财政资金投入逐年增加。根据各项指标的评价，平罗县就

业创业服务局 2020 年公益性岗位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0 分，

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五、平罗县教育体育局 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聘用保安教师

炊事员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9 年，平罗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0 年部门综合预算编

制指南》的通知（平财发〔2019〕172 号文件），安排预算资金

2319 万元，教体局拨付下属学校、幼儿园及保安公司资金

2328.47 万元（其中：上年结余资金 16 万元）。

1、中小学项目资金。

2020 年 3 月，财政预算安排中小学聘用教师 275 人（含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炊事员），标准每人 2200 元/月，下达预算指

标 726 万元。教体局分 5 次拨付 723.4 万元（含代支付特殊学



校 4万元），结余 2.6 万元。36 所中小学实际自聘教师（含炊

事员）418 人，比核定人数超出 143 人。实际支付聘用教师、

炊事员工资 814.48 万元，比教体局拨款收入 723.4 万元超支

91.08 万元，比财政预算安排 726 万元超支 88.48 万元。

2、幼儿园项目资金。

2020 年 3 月，财政预算安排幼儿园聘用 364 人（乡镇 309

人、县城 55 人），拨付标准县城每人 25000 元/年、乡镇每人

30000 元/年，全年下达预算指标 1065 万元。教体局拨付幼儿园

聘用教师工资 1081 万元，其中：动用上年结余资金拨付 16 万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19 所幼儿园实际自聘教职人员 431 人，

比核定预算人数超出 67 人；幼儿园实际支付聘用人员工资

1223.62 万元，比教体局拨款 1081 万元超支 142.62 万元，比财

政资金预算安排 1065 万元超支 158.62 万元。

3、保安人员工资项目资金。

2020年 3月，财政预算安排保安公司派遣保安人员200人，

标准每人 2200 元/月，全年下达预算指标 528 万元。保安人员

的工资全年拨付保安公司派遣保安人员工资 524.07 万元，预算

指标结余 3.93 万元。 保安公司实际支出聘用人员工资 524.07

万元，预算收支平衡。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1、评价情况。本次绩效评价严格按照财政局审定的实施方

案组织开展绩效评价。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



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并依据有关政策、制度、管理办法和有

关法律法规，选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

法，采取现场实地调研、查阅文件资料，开展业务座谈、访谈、

调查问卷等形式，在项目基本情况、预算管理、财政财务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等环节，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对

教体局 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保安及聘用教师、炊事员工资

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情况进行了分类分项的数据采集、整理、

汇总和分析，形成了综合评价结果。

2、评价结论。我们认为，平罗教体局多措并举扩大公办

学前教育资源，构建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

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格局。建立了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

制，弥补了师资力量不足，确保有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保障

了学校、幼儿园教学正常开展；为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

逐步推行安全管理规范化，保障了广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基本

权益，最大程度消除了各项安全事故隐患的发生，提高了校内、

校园周边安保力量，确保了在校、在园师生身心健康、全面和

谐发展。本次评定等级的设定，总分为 100 分，等级设定为四

档：90-100 分为优、80-89 分为良、60-79 分为中、59 分以下

为差本次绩效评价评分结果为 74.5 分，绩效等级为“ 中 ”。

六、宁夏回族自治区氰胺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一）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新动能培育平台及设施

建设 2019 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宁发改西部

[2018]775 号）文件，项目绩效目标是在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促进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老工业地区的发展步伐。

2.项目具体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建设综合研发楼（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

标准化中试车间（建筑面积 1080 平方米）；购置设备以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

质量指标：项目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相关项目质量管理要求

或标准。

时效指标：2021 年 1 月-2021 年 9 月完成项目建设所有内

容并进行项目验收。

成本指标：总投资建设资金 4,500.00 万元，其中项目实施

单位自有资金投资3,60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900.00万元。

（2）效益目标

经济效益：建成综合研发楼 3500 ㎡；建成标准化中试车

间 1080 ㎡。

社会效益：培养、聚集相关专业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促进氰胺产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加快氰胺产业

连延伸，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二）项目资金收支

1.资金到位情况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新

动能培育平台及设施建设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贝利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全部中央预算内专项补助资



金 900.00 万元。

（三）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核查氰胺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 2021 年 7 月 31 日，中央预算内专项补助资金 900.00 万元

已全部用于支付建设工程款，无结余。

七、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报告

（一）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总体表现及绩效主要问题的

分析，结合我方评价工作组对材料审核和现场审核评价结果，

综合评定平罗县水务局在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的总得分为 84.8 分，绩效等级为“良”（详见“四、绩效评

价指标分析”）。

综合项目单位系列评审材料，结合现场访谈，评价项目组

认为，总体而言，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整体支出目标基本实

现，资金使用绩效良好，如：四项一级指标中，三项均在 90%

以上，县水务局 2020 年度部门整体预算支出基本达到预期绩

效；但过程指标维度差异偏大，得分率 74.6%。部门整体预算

管理与业务管理在目标、进度、结构等方面未能有效衔接，县

水务局工作存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如：从预算编制情

况来看，预算编制合理性、准确性有待提高；绩效目标部分指

标不够明确，量化程度不足；从预算执行情况来看，预算调整

率、政府采购执行率、结转结余率较大；从预算管理来看，会



计信息质量完善性有待提高。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绩效目标设定

（1）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合理。根据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度工作安排，县水务局 2020 年度目标基本符合 “三

定”方案中规定的部门职责及“十三五”水利事业发展规划。

（2）绩效目标明确性。根据县水务局提供的 2020 年度部

门工作安排资料，部分指标不够明确，量化程度不足，未能通

过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较多关注预期效率，较

少涉及预期效益，缺少可量化的预期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2.预算配置

县水务局 2020 年项目支出总额为 20,606.48 万元，年度

实施项目 15 个，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99.92 万元，水体污染防治 3,871.11 万元，自然生态保护 131.52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380.28 万元，农林水支出 13,823.64 万

元。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3 分，得分率 100%。

（1） 预算完成率。根据 2020 年平罗县水务局预、决算

报表，县水务局 2020 年度总收入 38,534.05 万元，部门整体

支出 22,887.39 万元，预算完成率为 59.32%。

（2）结转结余率根据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部门决算报

表，2020 年县水务局部门整体总收入为 38,534.05 万元，实

际支出 22,887.39 万元，年末结转结余数为 15,646.66 万元，



结转结余率为 40.60%。

（3）公用经费控制率。根据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部门预

算公开信息及决算报表，2020 年平罗县水务局实际支出公用

经费 139.64 万元，年初公用经费预算金额为 142.73 万元（此

金额为预算公开信息内公用经费预算数，但决算报表里年初预

算金额为 145.20 万元），2020 年平罗县水务局公用经费控制

率为 97.84%。

（4）“三公”经费控制率。根据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部

门预、决算报表，2020 年平罗县水务局“三公”经费预算数

为 330,000.00 元，实际支出“三公”经费 74,987.79 元，“三

公”经费控制率为 22.72%。根据评分标准。

（5）政府采购执行率。根据平罗县水务局 2020 年预算公

开信息及决算报表，年初政府采购预算 29.59 万元（政府采购

货物预算 22.49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7.10 万元。），实

际财政拨款资本性支出 9,607.40 万元。

八、平罗公共事业管理所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

效评价报告

（一）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0 年度部门收到的所有财政资金经费 4099 万元，对部门总

体职能发挥和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评价，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管理总体表现及绩效主要问题的分析，结合我方评价工作组对

材料审核和现场审核评价结果，综合评定平罗县公共事业管理



所在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得分为 87.2 分，

绩效等级为“良”。从整体上看，县平罗县公共事业管理所部

门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职能，支出项目与具体工作任务匹

配程度高，符合财政支出方向及县公益事业发展实际情况，且

未见超出部门整体预算资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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