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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

一、项目概况

富源县 2018 年度共下达专项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专项扶贫

资金涉及富源县十二个乡镇（街道）和 8个县级部门，分别为：中安

街道、胜境街道、后所镇、大河镇、营上镇、竹园镇、富村镇、黄泥

河镇、古敢水族乡、墨红镇、老厂镇、十八连山镇，富源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

支行、富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富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曲靖市富源

县富滇村镇银行。扶贫资金主要用于危房维修加固、产业扶贫、村内

道路硬化、人畜饮水、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公路建设资金、提升人居

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建设、外出务工交通补助、贴息资金、公共

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工作经费、机耕道

建设、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援滇资金)和辣椒价格保险(援滇资金) 建

设项目支出。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富源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成立了富源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确定部

门职责分工，按照“权利下放、管理加强、责任明确、措施跟上、监

督到位”的要求，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主管全县扶贫工作开展，

县财政局负责专项扶贫资金的下达及监督管理，各乡镇（街道）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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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负责专项资金的划拨、支付、监督工作，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和村民委员会负责扶贫项目的建设管理。县、乡、村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围绕脱贫目标和建设任务，全力做好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

2、项目实施情况

为切实加强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及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富源县委、政府、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各乡镇（街道）政府和部门

按照国家扶贫方针政策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云南省开展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到县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云贫开发[2015]168 号）、《富源县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富扶联字[2017]6 号）等规章制度的管理规定，准确识别项目

实施的贫困村、贫困户，较好地完成项目选择和申报；严格审核项目

申报和审批；项目实施精心组织、落实责任、狠抓落实；严格执行项

目验收制度和公告公示制度，强化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规范项目建

设管理。

三、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专项扶贫资金安排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共收到中央、省、市各级专项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其中：中央 6019.00 万元，省级 18352.78 万元，市级

14974.90 万元。2018 年度富源县财政局计划拨付乡镇（街道）财政

所及县级部门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

2、富源县财政局资金下达及拨付情况

根据富源县财政局与富源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下达

的资金文件，2018 年度共下达乡镇（街道）财政所及部门扶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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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46.68 万元（其中：中央 6019.00 万元，省级 18352.78 万元，市级

14974.90 万元）。富源县财政局已拨付至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及部

门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具体拨付情况为： 中安街道 1870.39 万

元、胜境街道 1732.54 万元、后所镇 3597.04 万元、大河镇 6123.19 万

元、营上镇 3789.45 万元、竹园镇 2195.99 万元、富村镇 6719.63 万

元、黄泥河镇 2076.01 万元、古敢水族乡 662.78 万元、墨红镇 2792.07

万元、老厂镇 2377.09 万元、十八连山镇 4428.03 万元、富源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410.31 万元、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 282.93 万元、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支行 113.26 万元、富源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60 万元 、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2.71 万元、富

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 50 万元、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9 万元、曲

靖市富源县富滇村镇银行 4.26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各乡镇（街道）及部门扶贫项目到位资

金 39346.68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00%；资金支出 36307.55 元，资金

支付率 92.28%；资金结转 3039.13 万元，资金结转率 7.72%。各类扶

贫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危房维修加固到位资金 18423.75 万元，支出 17900.21 万元，

资金结转 523.54 万元，支付率 97.16%；

（2）产业扶贫到位资金 6905.43 万元，支出 6360.50 万元，资金

结转 544.93 万元，支付率 92.11%；

（3）村内道路硬化到位资金 6610.35 万元，支出 6105.24 万元，

资金结转 505.11 万元，支付率 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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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畜饮水到位资金 2298.69 万元，支出 1920.52 万元，资金

结转 378.17 万元，支付率 83.55%；

（5）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到位资金 1008.55 万元，支出 545.76 万

元，资金结转 462.79 万元，支付率 54.11%；

（6）公路建设资金到位资金 1089.40 万元，支出 984.00 万元，

资金结转 105.40 万元，支付率 90.32%；

（7）提升人居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建设到位资金 800.00 万

元，支出 787.79 万元，资金结转 12.21 万元，支付率 98.47%；

（8）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到位资金 791.97 万元，支出 766.93 万元，

资金结转 25.04 万元，支付率 96.84%；

（9）贴息资金到位资金 580.54 万元，支出 527.83 万元，资金结

转 52.71 万元，支付率 90.92%；

（10）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300.00 万元，支

出 207.60 万元，资金结转 92.40 万元，支付率 69.20%；

（11）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到位资金 209.00 万元，支出 121.17 万

元，资金结转 87.83 万元，支付率 57.98%；

（12）工作经费到位资金 151.00 万元，支出 80.00 万元，资金结

转 71.00 万元，支付率 52.98%；

（13）机耕道建设到位资金 68.00 万元，支出 0.00 万元，资金结

转 68.00 万元，支付率 0.00%；

（14）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60.00 万元，支

出 0.00 万元，资金结转 60.00 万元，支付率 0.00%；

（15）辣椒价格保险(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50.00 万元，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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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金结转 50.00 万元，支付率 0.00%。

注：各乡镇（街道）及部门具体实施项目支出情况详见本报告第

二部分第二节第（五）款“现场评价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4、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 号）、

《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 号）、《关于

转发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曲财农[2017]166号）

等相关规定，经审核资料、现场评价，富源县财政局及各乡镇（街道）

财政所对专项扶贫资金执行了专户储存、专人管理、专款专用、报账

制管理，资金支付审批手续完善，会计核算及时、规范，会计凭证装

订成册，会计档案保管规范。

四、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及工作程序

（一）成立绩效评价组织机构

在富源县财政局的组织下，成立以财政局周丽芬局长为组长、县

财政局赵永飞副局长和委托评审中介机构负责人李育佩为副组长、

县财政局农业科、各乡镇（街道）财政所所长为成员的绩效评价领导

小组，由委托中介机构组织，成立评价工作组，分四个工作小组同时

开展综合评价、资料评审和现场调查评价。

（二）工作程序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评价指标体系和信息调查表；

2、各乡镇（街道）填报信息调查表、撰写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3、评价工作组对填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介入现场评价、实

地调查、资料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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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组根据填报资料、资料审核、现场调查评价报告，进行

乡（镇）级项目绩效评价、县级管理绩效评价和整体项目绩效评价，

再按照评价计算方法，评定整体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5、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评审；

6、评价工作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并签发正式绩效评价报告。

五、绩效评价结论

（一）乡(镇) 级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项目

项目绩效评价得分（100 分） 资料

报送

扣分

合计

得分

评价

值

等级

结论投入 过程 产出 效果
得分

小计

1 2 3 4 5 6 7=5-6 8 9

满分 15 30 35 20 100 —— —— —— —

中安街道 15 28.5 30 19.8 93.3 2 91.3 91.3 优

胜境街道 15 28 29.5 19.78 92.28 2 90.28 90.28 优

后所镇 15 28.5 30 20 93.5 1 92.5 92.5 优

大河镇 15 27.5 30 19.97 92.47 1 91.47 91.47 优

营上镇 15 28 29.5 19.93 92.43 1 91.43 91.43 优

竹园镇 15 27.5 30 20 92.5 1 91.5 91.5 优

富村镇 15 27.5 30 19.93 92.43 2 90.43 90.43 优

黄泥河镇 15 27.5 30 19.84 92.34 2 90.34 90.34 优

古敢水族乡 15 28 29.5 20 92.5 1 91.5 91.5 优

墨红镇 15 27.5 29.5 19.41 91.41 1 90.41 90.41 优

老厂镇 15 28 29.5 19.8 92.3 1 91.3 91.3 优

十八连山镇 15 27.5 29.5 19.67 91.67 1 90.67 90.67 优

平均得分 15 27.83 29.75 19.84 92.43 1.33 91.09 91.09 优

评价分值

档次

绩效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价对象最后达

到的档次。具体为：分值≥90 为优，80≤分值＜90 为良，60≤分值＜80 为中，

分值＜60 为差。



- 7 -

（二）县级管理绩效评价结论

项目 项目管理（100 分） 资金管理（100 分） 合计得分（100 分）

权重 50% 50% 50%

评分 90 100 ---

权重得分 47.5 50 97.5

评价分值

档次

绩效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

价对象最后达到的档次。具体为：分值≥90 为优，80≤分值＜90

为良，60≤分值＜80 为中，分值＜60 为差。

（三）整体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整体项目评价：评价工作组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现场介入评价，结合项目单位提供的信息调查表和项目执行

情况报告，进行乡(镇) 级项目绩效评价、县级管理绩效评价和整体项

目评价，综合评价得分 91.73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具体评分

如下：

项目

所有项目级
评价得分

县级管理
评价得分 合计

得分
评价值 评价

结论 备注
权重 90% 权重 10%

1 2 3=1+2 4 5 6

满分 90 分 10 分 100 分 100 ——

评价

得分
81.98 9.75 91.73 91.73 优

评价分

值档次

评价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

价对象最后达到的档次。具体为：得分≥90 为优，80≤得分＜90 为

良，60≤得分＜80 为中，得分＜60 为差。

六、主要经验和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富源县委、政府成立了富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县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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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县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财政所管好扶贫

资金，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狠抓工作落实，充分发挥基层组织

和村民的作用，围绕脱贫目标和建设任务，全力做好扶贫项目的各项

工作。

（二）创新机制，强化监督职能

富源县纪委、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对扶贫项目及资金进行事

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检查。保障了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及

资金使用安全。

（三）公开公示，促进专项扶贫资金使用透明

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扶贫项目在实施前后，将项目名称、扶持对象、资金来源、补助

标准、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公开公示，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主动

接受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四）严格资金审批，确保扶贫资金运行安全

县财政局及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对专项扶贫资金实行专人、专

户、专帐核算管理，按照中央、省、市、县相关管理制度及要求严格

审核、审批、拨付、核算，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

目，未出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大部分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归档资料不完整

经现场评审，胜境街道多乐社区山梨哨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

水处理）工程资料分散管理，无专人管理档案资料；竹园镇海章委会

树布得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装订成册；营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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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村委会旧屯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大栗村委会阿居米村村内道路

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收集整理装订成册；墨红镇江浪村

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装订成

册；富村镇 2018 年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协助项目，未

提供招投标、竣工验收资料。

（二）大部分公共设施项目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

经现场评审，中安街道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

处理）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已完工投入使用，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

制度；墨红镇江浪村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

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大河镇村内道路硬化工程，项目完工后

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

（三）部分项目合同签订不规范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 2018 年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

协助项目（合同价 372 万元），建设单位与自然人（谭桂生）签订施

工合同；十八连山镇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与自然人（陈斌）签订施工合同。以上项目的承包人不

符合《合同法》、《建筑法》有关工程承包人资格的规定。

（四）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约定开

工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未竣工验收；黄泥河镇 2018 年第一批水利脱贫攻坚

（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项目工程（二标段），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9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9 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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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未竣工验收；后所镇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约定 2018

年 9 月 6 日开工，2018 年 10 月 30 日竣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未

竣工验收。

（五）部分项目施工过程管理资料不完善

经现场评审，古敢乡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古

敢水厂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多项变更，未提供隐蔽验收、设计变更

及现场签证等资料；营上镇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海章水厂工程，未提供隐蔽验收资料。

（六）部分项目未执行工程监理制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价款为

190.66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制；古敢乡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价款

为 79.47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制；十八连山镇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合同价款为 99.97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

制。

（七）部分项目完工后未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经现场评审，中安街道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

处理）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已完工投入使用，但还未组织竣工验收；

后所镇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并投入使用，但还未组织

竣工验收。

八、建议

（一）加强扶贫项目档案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资料归档及时、资

料完整、管理规范。项目实施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档案管理。

（二）建立公共设施项目后期维护、管养制度，制定具体管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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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障措施、明确管护责任，确保完成项目正常使用，发挥长期效

益。

（三）加强项目合同管理，扶贫项目实施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杜

绝将建设工程承包给个人以及无资质的施工单位。

（四）加大对扶贫项目的监督、检查。督促扶贫项目按时完成，

以便尽快投入使用，尽早发挥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五）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工程签证、隐蔽验收等资料

管理，强化工程投资的事前、事中控制，避免工程价款结算纠纷事项，

充分发挥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遵循建筑工程基本管理制度，规范工程施工管理，保障工

程施工的安全和质量，加强工程质量动态控制和管理，建议工程施工

执行工程监理制管理。

（七）规范工程建设程序，从严把关工程建设质量和档案资料，

使项目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合法交付使用，项目完工后应及

时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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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建银咨字[2019]0068 号

富源县 2018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富源县财政局：

受你局委托，根据《富源县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

价委托合同》、《富源县财政局关于对 2018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富财农[2019]1 号）有关要求，曲靖市建银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靖建银）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

则，对富源县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绩效评价。评价基准

日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

通过绩效评价，从项目投入、过程管理、产出、效果、绩效评价

资料报送情况和县级管理情况，全面分析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

和项目实施情况，评价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项目实施情况以及取得

的效果，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找出项目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改进的措施和建议。通过绩效评价，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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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督，保证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断提高

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富源县 2018 年度共下达专项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专项扶贫

资金涉及富源县十二个乡镇（街道）和 8个县级部门，分别为：中安

街道、胜境街道、后所镇、大河镇、营上镇、竹园镇、富村镇、黄泥

河镇、古敢水族乡、墨红镇、老厂镇、十八连山镇，富源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

支行、富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富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曲靖市富源

县富滇村镇银行。扶贫资金主要用于危房维修加固、产业扶贫、村内

道路硬化、人畜饮水、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公路建设资金、提升人居

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建设、外出务工交通补助、贴息资金、公共

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工作经费、机耕道

建设、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援滇资金)和辣椒价格保险(援滇资金) 建

设项目支出。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富源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成立了富源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确定部

门职责分工，按照“权利下放、管理加强、责任明确、措施跟上、监

督到位”的要求，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主管全县扶贫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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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负责专项扶贫资金的下达及监督管理，各乡镇（街道）财政

所负责专项资金的划拨、支付、监督工作，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和村民委员会负责扶贫项目的建设管理。县、乡、村层层签订目标责

任书，围绕脱贫目标和建设任务，全力做好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

2、项目实施情况

为切实加强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及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富源县委、政府、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各乡镇（街道）政府和部门

按照国家扶贫方针政策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云南省开展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到县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云贫开发[2015]168 号）、《富源县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富扶联字[2017]6 号）等规章制度的管理规定，准确识别项目

实施的贫困村、贫困户，较好地完成项目选择和申报；严格审核项目

申报和审批；项目实施精心组织、落实责任、狠抓落实；严格执行项

目验收制度和公告公示制度，强化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规范项目建

设管理。

（三）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专项扶贫资金安排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共收到中央、省、市各级专项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其中：中央 6019.00 万元，省级 18352.78 万元，市级

14974.90 万元。2018 年度富源县财政局计划拨付乡镇（街道）财政

所及县级部门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

2、富源县财政局资金下达及拨付情况

根据富源县财政局与富源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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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文件，2018 年度共下达乡镇（街道）财政所及部门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其中：中央 6019.00 万元，省级 18352.78 万元，市级

14974.90 万元）。富源县财政局已拨付至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及部

门扶贫资金 39346.68 万元，具体拨付情况为： 中安街道 1870.39 万

元、胜境街道 1732.54 万元、后所镇 3597.04 万元、大河镇 6123.19 万

元、营上镇 3789.45 万元、竹园镇 2195.99 万元、富村镇 6719.63 万

元、黄泥河镇 2076.01 万元、古敢水族乡 662.78 万元、墨红镇 2792.07

万元、老厂镇 2377.09 万元、十八连山镇 4428.03 万元、富源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 410.31 万元、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 282.93 万元、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支行 113.26 万元、富源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60 万元 、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2.71 万元、富

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 50 万元、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9 万元、曲

靖市富源县富滇村镇银行 4.26 万元。

3、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各乡镇（街道）及部门扶贫项目到位资

金 39346.68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00%；资金支出 36307.55 元，资金

支付率 92.28%；资金结转 3039.13 万元，资金结转率 7.72%。各类扶

贫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危房维修加固到位资金 18423.75 万元，支出 17900.21 万元，

资金结转 523.54 万元，支付率 97.16%；

（2）产业扶贫到位资金 6905.43 万元，支出 6360.50 万元，资金

结转 544.93 万元，支付率 92.11%；

（3）村内道路硬化到位资金 6610.35 万元，支出 6105.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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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结转 505.11 万元，支付率 92.36%；

（4）人畜饮水到位资金 2298.69 万元，支出 1920.52 万元，资金

结转 378.17 万元，支付率 83.55%；

（5）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到位资金 1008.55 万元，支出 545.76 万

元，资金结转 462.79 万元，支付率 54.11%；

（6）公路建设资金到位资金 1089.40 万元，支出 984.00 万元，

资金结转 105.40 万元，支付率 90.32%；

（7）提升人居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建设到位资金 800.00 万

元，支出 787.79 万元，资金结转 12.21 万元，支付率 98.47%；

（8）外出务工交通补助到位资金 791.97 万元，支出 766.93 万元，

资金结转 25.04 万元，支付率 96.84%；

（9）贴息资金到位资金 580.54 万元，支出 527.83 万元，资金结

转 52.71 万元，支付率 90.92%；

（10）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300.00 万元，支

出 207.60 万元，资金结转 92.40 万元，支付率 69.20%；

（11）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到位资金 209.00 万元，支出 121.17 万

元，资金结转 87.83 万元，支付率 57.98%；

（12）工作经费到位资金 151.00 万元，支出 80.00 万元，资金结

转 71.00 万元，支付率 52.98%；

（13）机耕道建设到位资金 68.00 万元，支出 0.00 万元，资金结

转 68.00 万元，支付率 0.00%；

（14）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60.00 万元，支

出 0.00 万元，资金结转 60.00 万元，支付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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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辣椒价格保险(援滇资金）到位资金 50.00 万元，支出 0.00

万元，资金结转 50.00 万元，支付率 0.00%。

注：各乡镇（街道）及部门具体实施项目支出情况详见本报告第

二部分第二节第（五）款“现场评价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4、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 号）、

《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 号）、《关于

转发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曲财农[2017]166号）

等相关规定，经审核资料、现场评价，富源县财政局及各乡镇（街道）

财政所对专项扶贫资金执行了专户储存、专人管理、专款专用、报账

制管理，资金支付审批手续完善，会计核算及时、规范，会计凭证装

订成册，会计档案保管规范。

（四）项目绩效目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紧紧围绕贫困乡镇、贫困村及贫困人口的生

产、生活、产业发展等安排使用。通过一系列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

贫困人口得到应有的政策扶持；通过项目的实施，贫困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有了极大地改善和提升，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产业扶持带动了乡村种植、养殖业的发展，搞活了农村经济，提

高了农民经济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

展能力，最终实现富源县 8 个贫困乡镇、127 个贫困村出列，22941

户 101156 人脱贫。

二、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情况

（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

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在富源县财政局的组织下，成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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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周丽芬局长为组长、县财政局赵永飞副局长和委托评审中介

机构负责人李育佩为副组长、县财政局农业科、各乡镇（街道）财政

所所长为成员的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由委托中介机构组织，成立评价

工作组，分四个工作小组同时开展综合评价、资料评审和现场调查评

价。工作组构成如下：

1、绩效评价工作组

组 长：周丽芬 富源县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赵永飞 富源县财政局副局长

李育佩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 员：瞿琼仙 富源县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申 英 富源县财政局农业科

各乡镇（街道）财政所所长

评价技术人员：

项目负责：李育佩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调查组长：陈连堂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评价成员：向建书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喻晓玲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骆碧波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王海娥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陈永勇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周泽武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殷旭飞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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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峰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孔维向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何孝颖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智恩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夏 涛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朱启智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各乡镇（街道）成立了绩效评价组织机构，乡镇（街道）主

要领导担任负责人, 乡镇（街道）财政所人员配合，报送了《绩效评

价组织机构建设情况表》。

（二）开展项目前期调查

1、2018 年 9 月 10 日，曲靖建银绩效评价工作组到中安街道财政

所和扶贫办进行摸底调查，熟悉项目及资金管理情况。

2、2018 年 9 月 25 日，曲靖建银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建立

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编制了绩效评价信息调查表和满意度问卷调查

表。

（三）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018 年 9 月 25 日，曲靖建银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建立了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编制了绩效评价信息调查表和满意度问卷调查

表，报富源县财政局农业科审核。

（四）填报项目信息调查表和撰写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1、2019 年 1 月 3日，财政局下达绩效评价通知，农业科将《绩

效评价信息调查表及项目执行情况报告提纲》发至相关单位填报。

2、2019 年 1 月 11 日，曲靖建银收到富源县财政局农业科发来的

各乡镇（街道）填报的信息调查表和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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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场评价

鉴于绩效评价工作时间要求的紧迫性，此次绩效评价涉及单位

多，资金及项目点多面广，曲靖建银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对 12 个

乡镇（街道）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组通

过听取情况汇报，审查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建

设（实施）等相关资料，项目实地调查、入户调查，采集相关数据进

行整理、分析。现场评价报告如下：

1、中安街道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中安街道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

计 1870.39 万元，其中：中央 540.60 万元，省级 708.19 万元，市级

621.6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9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

维修加固 1138.80 万元、产业扶贫 240.6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14.38

万元、人畜饮水 60.00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3.00 万元、提升人

居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 300.00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58.91 万元、

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17.70 万元、工作经费 7.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1870.39 万元，支出 1814.09 万

元，结转资金 56.30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产业扶贫 9.30 万元；

②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3.00 万元；

③村内道路硬化补助资金 1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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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中安街道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污水处理）工程一、二标段和东堡社区胜境关村水利脱贫

攻坚（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项目C1标段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

下：

①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处理）工程一、二标

段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安装DN300 污水管道 2000m，DN100 入户

管 500m，1.5t 挂壁式垃圾车 1辆，1.5t 挂壁式垃圾箱 4个，240L 垃

圾桶 56 只，新建公厕三座，河道加固 800m。本项目分两个标段建设，

一标段合同价为 172.18 万元，二标段合同价为 94.44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一标段、二标段施工合同约定 2018 年 12 月 16 日开工，2019 年

1 月 15 日竣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工程已完工投入使用，还未

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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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东堡社区胜境关村 2018 年度水利脱贫攻坚（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项目C1标段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引水主管、村内管网、引水支管、消毒设备、

用户终端取水点等，本项目合同价为 2162560.28 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7 月 29 日开工，2018 年 12 月 25 日竣工验收，

并投入使用。

2、胜境街道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胜境街道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1732.54 万元，其中：中央 239.31 万元，省级 1042.03 万元，市级 451.2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9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

维修加固 694.38 万元、产业扶贫 209.3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175.66

万元、人畜饮水 55.00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22.50 万元、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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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 500.00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57.20 万元、

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10.50 万元、工作经费 8.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1732.54 万元，支出 1618.47 万

元，结转资金 114.07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36.84 万元；

②提升人居环境水源地整治项目 12.21 万元；

③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4.19 万元；

④村内道路硬化 27.83 万元；

⑤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22.50 万元；

⑥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10.5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胜境街道多乐社区山梨哨村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污水处理）工程、四屯社区山那边村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多乐社区山梨哨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处理）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沉淀池 1座、调节池 1座、耗氧池 1座、

湿地池 1座。本项目合同价为 93.8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施工合同未约定项目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评价工作组实

地查看，工程已完工投入使用，还未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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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四屯社区山那边村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危房改造共 38户，其中山那边村农村危房改造 11 户。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施工合同未约定项目开工和竣工时间。评价工作组实地查

看，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还未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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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所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后所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3597.04 万元，其中：中央 499.93 万元，省级 1113.81 万元，市级 1983.3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8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2041.10 万元、产业扶贫 579.0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677.46

万元、人畜饮水 143.87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54.00 万元、外出务

工交通补助 61.81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25.80 万元、

工作经费 14.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3597.04 万元，支出 3258.35 万

元，结转资金 338.69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21.33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76.69 万元；

③产业扶贫 15.00 万元；

④人畜饮水 143.87 万元；

⑤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54.00 万元；

⑥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25.80 万元；

⑦工作经费 2.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后所镇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水利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C1 标段（迤后所片区、者黑村）

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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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道路硬化面积 12656m2。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9 月 6 日开工，2018 年 10 月 30 日竣工。

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村内道路硬化已施工完成并投入使用，还未进

行竣工验收。

②迤后所社区者黑村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C1标段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安装主管道及支管 83430m，安装水表箱及

水表 1300 套。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7 日开工，2018 年 12 月 15 日竣工验收，

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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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河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大河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6123.19 万元，其中：中央 764.00 万元，省级 1943.85 万元，市级 3415.34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7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2886.00 万元、产业扶贫 859.0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1315.78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114.00 万元、公路建设资金 789.40 万元、

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101.61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38.40

万元、工作经费 19.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6123.19 万元，支出 5996.77

万元，结转资金 126.42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7.48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18.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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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产业扶贫 40.00 万元；

④公路建设资金 55.40 万元；

⑤工作经费 5.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富源县大河镇 2018 年上海援滇资金种植项目

（2018 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大河村委会 2018 年村内

道路硬化、长坪村委会 2018 年村内道路硬化建设工程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情况如下：

①富源县大河镇 2018 年上海援滇资金种植项目（2018 年上海市

对口支援云南省新增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富源县大河镇白岩村委会，新建蔬菜大棚 25个、建

筑面积 276 平方米/个。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开工，2018 年 12 月 20 日完工，目

前已在种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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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河村委会 2018 年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涉及大河村委会 15 个自然村，合同约定道路硬化面积为

11809 平方米，合同金额为 94.37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6日开工，2018 年 11 月 15 日完工，目前已

投入使用。

③长坪村委会 2018 年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涉及长坪村委会 12 个村民小组，道路硬化总面积约 21260

平方米，合同金额为 169.85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开工，2018 年 11 月 26 日完工，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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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

5、营上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营上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3789.45 万元，其中：中央 810.08 万元，省级 1442.17 万元，市级 1537.2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7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1894.98 万元、产业扶贫 861.3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864.39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54.00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70.68 万元、

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29.10 万元、工作经费 15.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3789.45 万元，支出 3412.94 万

元，结转资金 376.51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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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危房维修加固 192.33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44.12 万元；

③产业扶贫 71.06 万元；

④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54.00 万元；

⑤工作经费 15.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营上镇民家村委会旧屯村村内道路

硬化工程、大栗村委会阿居米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进行实地调查，调

查情况如下：

①民家村委会旧屯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硬化道路面积 2102 平方米，涉及 6个村民小组。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 2018 年 9 月 23 日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 30 日完工，2018

年 12 月竣工验收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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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栗村委会阿居米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工程涉及 3个村民小组，硬化道路面积 3554 平方米。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 2018 年 9 月 23 日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 30 日完工，2018

年 12 月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6、竹园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竹园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2195.99 万元，其中：中央 205.59 万元，省级 1214.30 万元，市级 776.1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8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876.40 万元、产业扶贫 140.8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46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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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畜饮 625.35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0.00 万元、外出务工交

通补助 30.34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20.10 万元、工作

经费 11.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2195.99 万元，支出 1936.37 万

元，结转资金 259.62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人畜饮水 130.35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82.04 万元；

③产业扶贫 5.41 万元；

④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1.82 万元；

⑤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0.00 万元；

⑥工作经费 10.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竹园镇海章村委会树布得村村内道

路硬化工程、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情况如下：

①2018 年度竹园镇海章村委会树布得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 15cm厚调形层、18cm 厚 C25 混凝土，硬化

道路面积为 2062 平方米，本项目为单价合同，合同单价 80 元/平方

米。

B、项目完成情况

本工程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开工，2018 年 10 月 20 日完工，已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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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8 年度竹园镇海章村委会树布得村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00 立方米水池、引水主管、支管、

水表等。合同价款 381.04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开工，2018 年 10 月 22 日完工，该项

目已经投入使用，但未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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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富村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村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6719.63万元，其中：中央1315.38万元，省级3421.05万元，市级1983.2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9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2537.24 万元、产业扶贫 2091.32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1179.57

万元、人畜饮水 152.16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276.08 万元、公路

建设资金 300.00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114.06 万元、公共服务岗

位补贴（援滇资金）49.20 万元、工作经费 20.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6719.63 万元，支出 6114.11 万

元，结转资金 605.52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73.44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42.48 万元；

③产业扶贫 179.19 万元；

④公路建设资金 50.00 万元；

⑤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173.08 万元；

⑥人畜饮水 27.16 万元；

⑦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10.97 万元；

⑧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49.2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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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

程、2018 年富村镇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协助项目进行

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硬化村内道路 24998.4 平方米，合同总价 190.66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完工并投入使用。

②富村镇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协助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2组猪舍、1个防渗漏粪液存储池、1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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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床、2间消毒房等相关配套设施。合同价 372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基本完工并投入使用。

8、黄泥河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村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2076.01 万元，其中：中央 268.61 万元，省级 1363.70 万元，市级 443.7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 9 项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

修加固 1308.64 万元、产业扶贫 123.4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92.60 万

元、人畜饮水 345.62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66.98 万元、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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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补助 91.27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资金）24.00 万元、工

作经费 13.50 万元、机耕道建设 10.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2076.01 万元，支出 1987.71 万

元，结转资金 88.30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44.16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12.60 万元；

③产业扶贫 9.04 万元；

④机耕道建设 10.00 万元；

⑤工作经费 12.5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黄泥河镇 2018 年第一批水利脱贫攻坚（安全

饮水巩固提升）项目工程（二标段）、龙潭村委会 2018 年脱贫攻坚 4

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加固改造项目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黄泥河镇 2018 年第一批水利脱贫攻坚（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项目（二标段）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龙潭村委会水口子村新建 4m3取水池一个、引水主管（φ50PE

管）1500m、村内管网（φ40PE 管）1000m、引水支管（φ25PE 管）

1200m、50m3 蓄水池一个、用户终端取水点 73 套、消毒设备 1套。

合同价 17.4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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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开工，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②龙潭村委会 2018 年脱贫攻坚 4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加固

改造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龙潭村委会水口子村 2018 年脱贫攻坚 4类重点对象C、D级危

房加固改造共 5户 ，合同价 68339.25 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开工，2018 年 12 月 19 日全部竣工验

收，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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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古敢水族乡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古敢水族乡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

计 662.78 万元，其中：中央 183.30 万元，省级 355.08 万元，县级 124.4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古敢水族乡扶贫项目,资金用于 8 项扶贫项目

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修加固 169.30 万元、产业扶贫 38.30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73.60 万元、人畜饮水 318.45 万元、村级活动场

所建设 27.23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21.00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

贴（援滇资金）6.9 万元、工作经费 8.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662.78 万元，支出 454.32 万元，

结转资金 208.46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15.25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73.60 万元；

③产业扶贫 2.26 万元；

④人畜饮水 73.45 万元；

⑤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27.23 万元；

⑥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4.77 万元；

⑦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6.90 万元；

⑧工作经费 5.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古敢乡村内道路硬化工程、水利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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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古敢水厂工程进行实地调查，调查

情况如下：

①2018 年度古敢乡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硬化村内道路 9947 平方米、路基挡墙 25 立方米，合同总价 79.47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开工，2019 年 1 月 3日竣工验收并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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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8 年度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古敢水厂

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水处理规模 1025 立方米/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提水泵

站、引水主管、清水池、反应沉淀池、加氟加药间、综合办公楼、水

厂道路及附属工程等。合同价款 347.48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基本完工，但未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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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墨红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墨红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2792.07 万元，其中：中央 391.00 万元，省级 723.62 万元，市级 1677.45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墨红镇扶贫项目,资金用于 10项扶贫项目支出,

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修加固 1646.31 万元、产业扶贫 421.50 万元、

村内道路硬化 422.14 万元、人畜饮水 20.00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3.00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58.62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滇

资金）25.50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0.00 万元、工作经费 10.00

万元、机耕道建设 55.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2792.07 万元，支出 2568.99 万

元，结转资金 223.08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村内道路硬化 7.36 万元；

②产业扶贫 47.50 万元；

③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77.83 万元；

④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0.39 万元；

⑤机耕道建设 55.00 万元；

⑥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33.00 万元；

⑦工作经费 2.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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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墨红镇江浪村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

道路硬化工程、江浪村委会下江浪村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项目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墨红镇江浪村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包含在富源县墨红镇 2018 年村内道路硬化一标段内，施

工合同约定硬化道路 1948 平方米，一标段合同总价 129.40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 2018 年 12 月竣工验收，已投入使

用。

②江浪村委会下江浪村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机井一座（328 米）、水泵安装、原有水

池防水加固、建设开关阀门室一座。

B、项目完成情况

机井工程已完成，水泵安装已完成，原有水池防水施工完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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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阀门室建设已完成，已投入使用。

11、老厂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老厂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2377.09 万元，其中：中央 218.82 万元，省级 1521.87 万元，市级 636.4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老厂镇扶贫项目,资金用于 8项扶贫项目支出,

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修加固 1343.00 万元、产业扶贫 215.00 万元、

村内道路硬化 366.00 万元、人畜饮水 252.49 万元、村级活动场所建

设 118.48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54.82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援

滇资金）19.80 万元、工作经费 7.5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2377.09 万元，支出 2157.9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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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转资金 219.17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75.00 万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63.00 万元；

③产业扶贫 51.27 万元；

④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25.50 万元；

⑤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2.90 万元；

⑥工作经费 1.5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 2018 年度老厂镇村内道路硬化工程（三标

段）、水利脱贫攻坚（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项目、者米村委会者米村

危房维修加固项目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老厂镇村内道路硬化工程（三标段）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硬化村内道路 6697 平方米，合同总价 53.09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完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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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水处理规模 1025 立方米/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提水泵

站、引水主管、清水池、反应沉淀池、加氟加药间、综合办公楼、水

厂道路及附属工程等。合同价款 347.48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基本完工，但未组织验收。

③者米村委会者米村危房维修加固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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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米村委会者米村 2018 年危房维修加固共 209 户，评价组实地

抽查 4户 ，合同价 74624.65 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抽查项目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开工，2018 年 5 月 28 日竣工验收，

已投入使用。

12、十八连山镇

（1）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十八连山镇财政所专项扶贫资金共

计 4428.03 万元，其中：中央 414.35 万元，省级 2863.57 万元，市级

1150.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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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十八连山镇扶贫项目,资金用于10项扶贫项目

支出,项目资金分配为：危房维修加固 1887.60 万元、产业扶贫 842.98

万元、村内道路硬化 966.77 万元、人畜饮水 325.75 万元、村级活动

场所建设 179.28 万元、外出务工交通补助 71.65 万元、公共服务岗位

补贴（援滇资金）33.00 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0.00 万元、工作

经费 18.00 万元、机耕道建设 3.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4428.03 万元，支出 4482.65 万

元，结转资金 145.38 万元,结转资金项目为：

①危房维修加固 57.71 元；

②村内道路硬化 42.85 万元；

③人畜饮水 3.34 万元；

④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10.48 万元；

⑤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10.00 万元；

⑥机耕道建设 3.00 万元；

⑦工作经费 18.00 万元。

（2）实地调查项目完成情况

评价工作组分别对十八连山镇雨汪村委会雨汪村 2018 年度 4类

重点对象危房修缮加固项目、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建设项目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①雨汪村委会雨汪村 2018 年度 4类重点对象危房修缮加固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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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汪村委会雨汪村 2018 年度 4类重点对象危房修缮加固项目抽

查 34户，补助资金合计 51.88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开工，2018 年 7 月 30 日竣工验收并

投入使用。

②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A、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活动场所改造、村内道路绿化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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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围墙、新建示范村标志性牌坊 2座等。合同价款 99.97 万元。

B、项目完成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开工，评价工作组实地查看，项目已

基本完工。

13、富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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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县农信社专项扶贫资金共计 410.31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

位资金 410.31 万元，支出 410.31 万元。

14、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源县扶贫开发公司专项扶贫资金

共计 282.93 万元，其中：中央 168.03 万元，市级 114.90 万元。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用于产业扶贫, 截止2019年 1月 31日,到位资

金 282.93 万元，支出 168.03 万元，结转资金 114.90 万元。

15、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支行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源县

支行专项扶贫资金 113.26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扶贫项目,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113.26 万元，支出 113.26 万元。

16、富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项

扶贫资金 60.00 万元，资金为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援滇资金),截止2019年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60.00 万元，支出 0.00 万元，结转资金 60.00 万元。

17、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源县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专项

扶贫资金 52.71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资金扶贫项目,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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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到位资金52.71万元，支出0.00万元，结转资金52.71

万元。

18、富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源县太平洋保险分公司专项扶贫

资金 50.00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富源县富源县辣椒价格保险扶贫项目,截止

2019年1月31日,到位资金50.00万元，支出0.00万元，结转资金50.00

万元。

19、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富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专项扶贫资

金 9.00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与精品打造扶贫项目,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位资金 9.00 万元，支出 9.00 万元。

20、曲靖市富源县富滇村镇银行

富源县财政局 2018 年度下达曲靖市富源县富滇村镇银行专项扶

贫资金共计 4.26 万元，资金为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到

位资金 4.26 万元，支出 4.26 万元。

（六）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1、2019 年 1 月 25 日至 2月 2日，各评价组根据现场评价情况及

采集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撰写现场评价报告。

2、2019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2日，按照《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

根据现场评价情况进行评分，并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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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 2 月 3日完成内部审核工作。

三、绩效评价的方法和标准

（一）评价依据

1、法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财政部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1]285 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

知》（财预[2013]53 号）；

（4）《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工作

的通知》（云财绩〔2013〕46 号）；

（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6）《云南省开展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到县

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云贫开发[2015]168 号）;

（7）《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 号）;

（8）《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 号）;

（9）《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曲

财农[2017]166 号）;

（10）《云南省异地开发扶贫项目资金报账制会计核算暂行办法》

（云财农[1999]116 号）；

（11）《富源县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富扶联字[2017]6

号）。

2、合同依据

（1）《富源县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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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源县财政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保密协议书》；

（3）《富源县财政局关于对 2018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绩效

评价工作的通知》（富财农[2019]1 号）。

3、各乡镇（街道）按照本次绩效评价的通知要求提供的信息调

查、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资料。

4、评价工作组人员通过现场调查、核实等收集的资料。

（二）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

绩效评价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的原则。

2、公正公开原则

绩效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的

原则。

3、分级分类原则

绩效评价由县财政部门、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根

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的原则。

4、绩效相关原则

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

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的原则。

（三）评价方法

本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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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

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

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

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

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6、其他评价方法。

（四）绩效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

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等作为评价的标准。

2、历史标准

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其他标准

参照相关文件规定的程序、资料、要求等作为评价标准。

（五）评价指标

1、乡(镇)级项目评价指标

乡(镇)级项目评价指标分为 4个一级指标和资料报送考核指标两

个方面，其中：共有 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9 个三级指标，

详见附件 1中表 2-1。

2、资料报送考核指标是指对被评价部门（单位）的绩效评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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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报送工作进行考核的指标，该项指标为负向指标，即只有扣分，有

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详见附件 1中表 2-2。

3、 县级管理评价指标

县级管理评价指标分为 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12 个三级

指标，详见附件 1中表 2-3。

（六）评价计分方法

绩效评价总体得分满分 100 分，分两个层级进行评价，由乡(镇)

级项目评价得分（含扣减资料报送考核得分）和县级管理得分构成。

1、乡(镇) 级项目评价得分计算公式为：

乡(镇) 级项目评价得分=∑一级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分值=∑二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分值=∑三级指标分值；

2、县级管理得分计算公式为：

县级管理评价得分=∑一级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分值=∑二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分值=∑三级指标分值；

3、绩效评价总体得分计算公式为：

绩效评价总体得分（满分 100 分）=全部乡（镇）级项目（含扣

减资料报送考核扣减分后）平均得分（满分 100 分）*90%（权重）+

县级管理得分（满分 100 分）*10%（权重）。

（七）评价结果

根据绩效评总体得分(满分 100 分)，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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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四个等级，详见附件 1中表 2-4。

四、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一）乡(镇) 级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乡(镇) 级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按照乡(镇) 级项目评价指标体

系，结合项目单位资料报送情况，通过直接介入评价，现场调查进行

补充，揭示项目存在的问题。经评价，各乡(镇) 级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如下：

乡(镇) 级项目绩效评价结论表

项目

项目绩效评价得分（100 分） 资料

报送

扣分

合计

得分

评价

值

等级

结论投入 过程 产出 效果
得分

小计

1 2 3 4 5 6 7=5-6 8 9

满分 15 30 35 20 100 —— —— —— —

中安街道 15 28.5 30 19.8 93.3 2 91.3 91.3 优

胜境街道 15 28 29.5 19.78 92.28 2 90.28 90.28 优

后所镇 15 28.5 30 20 93.5 1 92.5 92.5 优

大河镇 15 27.5 30 19.97 92.47 1 91.47 91.47 优

营上镇 15 28 29.5 19.93 92.43 1 91.43 91.43 优

竹园镇 15 27.5 30 20 92.5 1 91.5 91.5 优

富村镇 15 27.5 30 19.93 92.43 2 90.43 90.43 优

黄泥河镇 15 27.5 30 19.84 92.34 2 90.34 90.34 优

古敢水族乡 15 28 29.5 20 92.5 1 91.5 91.5 优

墨红镇 15 27.5 29.5 19.41 91.41 1 90.41 90.41 优

老厂镇 15 28 29.5 19.8 92.3 1 91.3 91.3 优

十八连山镇 15 27.5 29.5 19.67 91.67 1 90.67 90.67 优

平均得分 15 27.83 29.75 19.84 92.43 1.33 91.09 91.09 优

评价分值

档次

绩效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价对象最后

达到的档次。具体为：分值≥90 为优，80≤分值＜90 为良，60≤分值＜80 为

中，分值＜60 为差。

1、项目投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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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入情况，从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两方面进行评价：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从立项规范性、审批合规性、绩效目标申报、绩效目标

合理性和绩效指标明确性五方面评价：实施项目编制了实施方案，方

案中设立了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项目申请立项规范，审批规范，指

标明确。本项评价满分 7.5 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7.5 分。

（2）资金落实

资金落实从资金下达文件、资金到位率和到位及时率三方面评

价：富源县财政局对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均下达了资金

文件;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各乡镇（街道）资金全部及时到位，到

位率 100%,到位及时率为 100%。本项评价满分 7.5 分，经评审，各乡

镇（街道）均得 7.5 分。

2、过程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管理情况，从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两方面进行评价：

（1）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从制度的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质量可控性、

组织机构健全性和档案管理五方面进行评价:根据提供资料，各乡镇

（街道）均成立了建设领导小组，2018 年扶贫项目管理办法执行中

央、省、市及《富源县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富扶联字[2017]6

号）等管理办法，大部分乡镇（街道）档案资料归档不完整，部分项

目合同签订不规范，部分项目未执行工程监理制。本项评价满分 10

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评价得分为：中安街道 8.5 分、胜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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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8分、后所镇 8.5 分、大河镇 7.5 分、营上镇 8分、竹园镇 7.5 分、

富村镇 7.5 分、黄泥河镇 7.5 分、古敢水族乡 8分、墨红镇 7.5 分、

老厂镇 8分、十八连山镇 7.5 分。

（2）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从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资金使用合规性、会计核算规

范性和财务监控有效性四方面进行评价:2018 年度扶贫专项资金管理

制度执行《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 号）、

《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 号）、《关于

转发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曲财农[2017]166号）

等管理办法，会计核算执行《云南省异地开发扶贫项目资金报账制会

计核算暂行办法》（云财农[1999]116 号。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法规政策和扶贫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

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本项评价满分 20 分，

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20分。

3、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情况，从项目执行验收制度、实际完成率、资金使用率、

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成本节约率和项目后期维护七个方面进行

评价：

经现场评价，结合档案资料审阅情况、实地调查情况，项目完工

后，部分项目没有及时组织竣工验收，部分项目截止评价基准日没有

按计划完成，部分项目实施进度比计划进度缓慢，部分项目没有建立

后期维护制度。项目产出满分 35 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评价

得分为：中安街道 30 分、胜境街道 29.5 分、后所镇 30 分、大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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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营上镇 29.5 分、竹园镇 30 分、富村镇 30 分、黄泥河镇 30 分、

古敢水族乡 29.5 分、墨红镇 29.5 分、老厂镇 29.5 分、十八连山镇 29.5

分。

4、项目效果情况分析

项目效果情况，从项目效益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两方面进行评价：

（1）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四各方

面评价：

①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农村人民生活条件，带动了乡村种植、

养殖产业的发展，搞活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经济收入，促进了农

村经济发展。本项评价满分 2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2分。

②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中，增加农民就业机会，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提

高农民收入；产业扶贫有利于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对周边地区具有

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项评价满分 6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6分。

③生态效益

项目建成后，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得到合理处理，提升了人居环

境。项目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保持地方特色，实现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本项评价满分 2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2分。

④可持续影响

通过一系列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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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得到应有的政策扶持，增强农民发展产业经济的信心，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本项评价满分 2分，经评审，各乡镇（街道）均得

2分。

（2）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安排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交流和入户

问卷调查，公众满意度较高，共问卷调查 198 份，满意项次 1950 项，

不满意项次 30 项，综合满意度 98.48%。本项评价满分 8分，各乡镇

（街道）评价得分为：中安街道 7.8 分、胜境街道 7.78 分、后所镇 8

分、大河镇 7.97 分、营上镇 7.93 分、竹园镇 8分、富村镇 7.93 分、

黄泥河镇 7.84 分、古敢水族乡 8分、墨红镇 7.41 分、老厂镇 7.8 分、

十八连山镇 7.67 分。

5、资料报送考核指标分析情况

资料报送情况，主要从资料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三个

方面综合考核：

根据各乡镇（街道）资料的报送情况，部分乡镇（街道）未填开

工、竣工时间，部分乡镇（街道）未填项目建设地点、部分乡镇（街

道）未填竣工验收情况等，资料报送扣分情况分别为：中安街道-2

分、胜境街道-2分、后所镇-1 分、大河镇-1 分、营上镇-1分、竹

园镇-1 分、富村镇-2 分、黄泥河镇-2分、古敢水族乡-1 分、墨红

镇-1分、老厂镇-1 分、十八连山镇-1分。

（二）县级管理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县级管理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从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两方面进

行评价，经评审，县级管理绩效评价得分 97.5 分，绩效管理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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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优”，具体评分如下：

县级管理绩效评价结论表

项目 项目管理（100 分） 资金管理（100 分） 合计得分（100 分）

权重 50% 50% 50%

评分 90 100 ---

权重得分 47.5 50 97.5

评价分值

档次

绩效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

价对象最后达到的档次。具体为：分值≥90 为优，80≤分值＜90

为良，60≤分值＜80 为中，分值＜60 为差。

1、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管理情况，从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申报项目评审、项目的监

督检查和管理创新措施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富源县制定了《富源县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富扶联

字[2017]6 号），按照制定的管理办法严格审核项目申报和审批；项目

实施精心组织、落实责任、狠抓落实；严格执行项目验收制度和公告

公示制度，强化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评价期间

未提供扶贫项目创新管理制度。

县级项目管理满分 100 分，经评审，项目管理得分 95 分。

2、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情况，从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和资金使用

的合规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2018 年度扶贫专项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管理执行《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 号）、《云南省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 号）、《关于转发云南省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曲财农[2017]166 号）等管理办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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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合国家法规政策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未发现存在截留、挤

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县级资金管理满分 100 分，经评审，县级资金管理得 100 分。

（三）主要做法和经验

1、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富源县委、政府成立了富源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县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县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财政所管好扶贫

资金，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狠抓工作落实，充分发挥基层组织

和村民的作用，围绕脱贫目标和建设任务，全力做好扶贫项目的各项

工作。

2、创新机制，强化监督职能

富源县纪委、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对扶贫项目及资金进行事

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检查。保障了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及

资金使用安全。

3、公开公示，促进专项扶贫资金使用透明

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扶贫项目在实施前后，将项目名称、扶持对象、资金来源、补助

标准、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公开公示，让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主动

接受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4、严格资金审批，确保扶贫资金运行安全

县财政局及各乡镇（街道）财政所对专项扶贫资金实行专人、专

户、专帐核算管理，按照中央、省、市、县相关管理制度及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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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审批、拨付、核算，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

目，未出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大部分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归档资料不完整

经现场评审，胜境街道多乐社区山梨哨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

水处理）工程资料分散管理，无专人管理档案资料；竹园镇海章委会

树布得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装订成册；营上镇

民家村委会旧屯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大栗村委会阿居米村村内道路

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收集整理装订成册；墨红镇江浪村

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未装订成

册；富村镇 2018 年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协助项目，未

提供招投标、竣工验收资料。

（二）大部分公共设施项目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

经现场评审，中安街道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

处理）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已完工投入使用，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

制度；墨红镇江浪村委会下黑乐母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竣工验收，

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大河镇村内道路硬化工程，项目完工后

未建立后期维护、管养制度。

（三）部分项目合同签订不规范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 2018 年温氏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沪滇扶贫

协助项目（合同价 372 万元），建设单位与自然人（谭桂生）签订施

工合同；十八连山镇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

目，建设单位与自然人（陈斌）签订施工合同。以上项目的承包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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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合同法》、《建筑法》有关工程承包人资格的规定。

（四）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约定开

工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未竣工验收；黄泥河镇 2018 年第一批水利脱贫攻坚

（安全饮水巩固提升）项目工程（二标段），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29 日、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9 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未竣工验收；后所镇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约定 2018

年 9 月 6 日开工，2018 年 10 月 30 日竣工,截止 2019 年 1 月 31 日未

竣工验收。

（五）部分项目施工过程管理资料不完善

经现场评审，古敢乡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古

敢水厂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多项变更，未提供隐蔽验收、设计变更

及现场签证等资料；营上镇水利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海章水厂工程，未提供隐蔽验收资料。

（六）部分项目未执行工程监理制

经现场评审，富村镇亦佐村委会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价款为

190.66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制；古敢乡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合同价款

为 79.47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制；十八连山镇华毕村委会华毕村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合同价款为 99.97 万元，未执行工程监理

制。

（七）部分项目完工后未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经现场评审，中安街道东堡社区东堡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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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程一标段、二标段已完工投入使用，但还未组织竣工验收；

后所镇迤后所社区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已完成并投入使用，但还未组织

竣工验收。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1、评价计算方法

整体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 100 分）=全部乡（镇）项目（含

扣减资料报送考核扣减分后）平均得分（满分 100 分）*90%（权重）

+县级管理得分（满分 100 分）*10%（权重）。

２、评价结论

整体项目评价：评价工作组按照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现场介入评价，结合项目单位提供的信息调查表和项目执行

情况报告，进行乡(镇) 级项目绩效评价、县级管理绩效评价和整体项

目评价，综合评价得分 91.73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具体评分

如下：

整体项目绩效评价结论表

项目

所有项目级
评价得分

县级管理
评价得分 合计

得分
评价值 评价

结论 备注
权重 90% 权重 10%

1 2 3=1+2 4 5 6

满分 90 分 10 分 100 分 100 ——

评价

得分
81.98 9.75 91.73 91.73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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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

值档次

评价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等，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确定评

价对象最后达到的档次。具体为：得分≥90 为优，80≤得分＜90 为

良，60≤得分＜80 为中，得分＜60 为差。

（二）建议

1、加强扶贫项目档案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资料归档及时、资料

完整、管理规范。项目实施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档案管理。

2、建立公共设施项目后期维护、管养制度，制定具体管护措施、

保障措施、明确管护责任，确保完成项目正常使用，发挥长期效益。

3、加强项目合同管理，扶贫项目实施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杜绝

将建设工程承包给个人以及无资质的施工单位。

4、加大对扶贫项目的监督、检查。督促扶贫项目按时完成，以

便尽快投入使用，尽早发挥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5、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工程签证、隐蔽验收等资料管

理，强化工程投资的事前、事中控制，避免工程价款结算纠纷事项，

充分发挥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6、遵循建筑工程基本管理制度，规范工程施工管理，保障工程

施工的安全和质量，加强工程质量动态控制和管理，建议工程施工执

行工程监理制管理。

7、规范工程建设程序，从严把关工程建设质量和档案资料，使

项目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合法交付使用，项目完工后应及时

组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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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附件 1：富源县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体

系评分表

附件 2：富源县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满意度问

卷调查汇总表

附件 3：富源县 2018 年度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分配汇总表

附件 4：富源县 2018 年度专项扶贫资金收支到位、支出对比表

附件 5：富源县 2018 年度专项扶贫资金收支录入明细表

曲靖市建银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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