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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受广平县财政局委托，卓真会计师事务所成安有限公司承担了广平

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绩效评价任务。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结合项目实际，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指

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建立绩效评价模型，对2020年广平县环城

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从投入、产出、效果、管理

四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发现决策和执

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出具独立报告。

与此相关的资料由项目管理及实施单位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和各项目承担单位提供，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我们

的评价是依据各级财政、水利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水利建设领域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系列法规、以及中注协印发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进行的。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对项目实施单位及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进行书

面评审，并进行了现场核查。项目评价范围涵盖1个(类)景观绿化养护

管理专项领域，涉及资金404.2176万元，我们按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定性、定量分析，逐一打分，最后归纳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

议，形成最终评价结论。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

绩效评价报告

（摘要）

一、实施主体：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评价基准日：2021年5月31日。

三、项目绩效目标：（1）总体目标：提高周边市民出行户外活

动的舒适度，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加休憩空间，美化周边环境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利于绿色出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

走出房间，回归自然，增加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热情，引导人民热爱

自然、拥抱自然，而且绿化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当地小环境，吸收污

染物、改善空气质量。（2）阶段性目标：广平县环城水系景观绿化

一、二、三期绿地（水利杨水站西234省道桥西至东风渠水利退水闸

处）养护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为81万平方米，园

路、广场约9万平方米。照明、变压器、地下电缆、设施维护修缮、

标识向导系统各类警示牌维护修缮、更换及其他园林设施维护修缮

等。

四、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对于可定量描述

的因素，选择了适当的定量指标；对于不能定量描述的，选择了适

当的定性指标，按照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评价结果包括综合评分和评

级。



五、项目预算及实施情况：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

绿化养护管理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为81万平方

米，园路、广场约9万平方米。照明、变压器、地下电缆、设施维护

修缮、标识向导系统各类警示牌维护修缮、更换及其他园林设施维

护修缮等。

项目前期预算金额为300万元/年，后期预算金额为510万元/

年。2020年6月22日前期合同到期后签订新合同金额为509.79539万

元，本次只对2020年1月到2020年12月的专项资金404.2179万元进行

评价(涉及前期合同半年金额，后期合同半年金额）。

项目截止2021年2月1日共收到专项额度430万元，具体为：2020

年3月26日收到县级专项资金75万元；2020年8月25日收到县级专项

资金75万元；2020年11月24日收到县级专项资金150万元，截止2021

年5月31日，共收到县级专项资金300万元。2021年2月1日收到县级

专项资金13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项目新合同养护期限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至2023年6月21日

止，共计3年，本养护项目价款为固定总价，为每年509.79539万

元，三年养护总费用为1529.38617万元；合同约定，本养护价款按

季度（每三个月）平均支付，即每季度拨付一次养护款127.448848

万元，每一季度首月10日根据发包方对上一季度的养护效果支付上

一季度扣除罚款后的养护费用。本次评价的专项资金404.2176万

元，全部用于了指定项目，基本规范使用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

没有发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现象。



七、项目效益分析：项目的效益性分析主要是分析项目实施对经

济和社会的影响。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

工程，实际养护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为81万平方

米，园路、广场约9万平方米，项目养护完成后，提高了周边市民出

行户外活动的舒适度，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加休憩空间，美化周边

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市民普遍反应较好，社会满意度达标。

八、根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相关凭证，在全面整理分

析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项目绩效得分为90分，对

应级别为“优”。

九、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

1、通过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是：项目未设绩效目标，未

填写项目库。

2、未及时按合同约定付款

十、绩效评价应用。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1、项目应设立绩效目标并规范填写项目库。

2、按合同约定及时检查验收，并支付相应费用。

总之要以合理规范使用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

养护管理工程专项资金为主，落实项目专项资金到位，使得广平县

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设备等保持正常运

作，改善广平县城环境，带动经济发展。



（本页无正文）

2021年6月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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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

绩效评价报告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

工程。

2、组织实施主体及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主体为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人焦振

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4320006175293；机构地址：河北省邯

郸市广平县建设路29号。

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提出年度经费总预算建议、

组织项目预算的申报和评审（评估）、安排项目年度经费预算、对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根据《中共邯郸市委办公室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

平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邯办文[2019]7号），广平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简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规格正科

级，加挂广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牌子主要职责有: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集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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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乡建设人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拟订全县城乡建设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提出城乡

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市容市

貌、环境卫生、公用事业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组织或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全县城乡建设、市政设施、园

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公用事业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住房保障、人民防空规范性文件和政策，并监督实施。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住房保障、住房制度改革及房产管理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研究拟订县城区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卫生、

公用事业行业的专项规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

施。

3、项目预算和基本情况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养护内容

包括：(水利杨水站西234省道桥西至东风渠水利退水闸处)养护面积

约为90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约为81万平方米,园路、广场约9万平

方米。照明、变压器、地下电缆、设施维护修缮、标识导向系统各

类警示牌维护修缮、更换及其他园林设施维护修缮等。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养护工程，2020年前期合同预算

金额为300万元，后期预算金额为510万元。项目于2020年6月16日在

广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开标室开标后，完成评标、定标工

作，中标单位为江苏华晨园林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6月19日广平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其签订合同，养护期为三年，三年总合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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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29.38617万元。合同期限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至2023年6月21

日止。合同约定，本养护价款为固定总价，为每年509.79539万元，

按季度（每三个月）平均支付，即每季度拨付一次养护款

127.448848万元，每一季度首月10日根据发包方对上一季度的养护

效果支付上一季度扣除罚款后的养护费用。

4、绿化养护质量标准:

1)地被草坪的管养

草坪一级管养的标准是目的草种生长旺盛,呈勃勃生机,草坪整

齐雅观,四季常绿,覆盖达98%以上,杂草率低于3%,无坑洼和积水,裸

地部分不超过5%。

生长势:生长势强,生长量超过该草种该规格的平均年生长量,生

机勃勃,叶色浓绿,无枯黄叶。

修剪:考虑季节特点和草种的生长发育特征,使草的高度一致,边

缘整齐。高度控制在10厘米以下。

灌溉、施肥:根据草坪植物的生长需要加强淋水和施肥,保证肥

水充足,肥料的使用方法和用量科学,防止过量或不均匀引起肥伤。

在雨水缺少的季节,每天的淋水量稍大于该草种该规格的蒸腾量。特

别在10—2月份要勤淋水多施肥,适当进行根外追肥,使草坪保持优良

的长势度过干旱的秋、冬季。

除杂草:经常除杂草,使纯草坪和混合草坪的母的草种纯度97%,

新接管的绿地要求半年内达标。

填平坑洼:及时填平坑洼,使草坪内无坑洼积水,平整雅观。

补植:对被破坏或其他原因引起死亡的草坪植物应及时补植,使

草坪保持 整,无裸露地。补植要补与原草坪相同的草种,适当密植,

补植后加强营养,保证一个月内覆盖率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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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养,

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早发现早处理。采取综合防治、

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等方法防治病虫害蔓延和映像植物生长。

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用化学方法防治时,

一般在晚上进行喷药;药物、用量及对环境的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

求和标准,发生病虫害最危险的危害率在5%以下。

2）灌木和花卉管养

灌木和花卉一级管养的标准是生长旺盛，花繁叶茂，造型美观

修剪工艺精细，植物造型具有艺术感和创意，产出精品。

生长势:生长势强，生长量达到该种类该规格的平均年生长量:

树叶健壮，枝多叶茂，叶色鲜艳，下部不光秃，无枯枝残叶，植株

基本整齐，花卉适时开花，花多色艳，常年开花植物一年四季鲜花

感开，花坛轮廓完美，无残缺，绿篱无断层。

考虑每种植物的生长发育特点，既造型美观又能适时开花，花

多色艳;花灌木和草本花卉在花芽分化前进行修剪，以免把花芽剪

除，花谢后及时剪掉残花老枝，常年开花植物要有目的地培养花

枝，使四季有花。绿篱和花坛整形效果要与周围环境协调，增强园

林美化效果，精雕细刻，产出精品。

灌溉、施肥:根据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特性进行合理灌溉和施肥。

在雨水缺少的季节，每天的淋水量要稍大于该种类规格的蒸腾量，

使含水量保持在:砂土为3-6%，砂壤土为6-10%，壤土为12-23%，粘

土为22-23%。需水量大的植物，其土壤含水量一般要求砂土为4.5-

6%，砂壤土为9-12%，壤土为18-23%，粘土为22-23%;需水量少且不

耐涝的植物，其土壤含水量控制在:砂土为3.0-4.5%，砂壤土为6-

9%，壤土为10-18%，粘土为21-22%。一般在每年春、秋季重点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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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次。簕杜鹃等花灌木要适当控水，以促进花芽分化，花芽分化后

要适当追施磷、钾肥以使花多色艳花期长。肥料不能裸露，可采用

埋施或水施等不同方法，埋施可先挖穴或开沟，施肥后要回填土、

踏实、淋足水、找平。一般可结合除草松土进行施肥。

除杂草:经常除杂草和松土，除杂草时要保护根系，不能伤根及

造成根系裸露，更不能造成黄土裸露。

补植、改植:及时清理死苗，一周内补植同原来的种类并力求规

格与原来植株接近，以保证优良的景观效果。补植按照种植规范进

行，施足基肥产加强淋水等保养措施，保证成活率达98%以上。对已

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灌木和花卉应及时进行改植，无

缺株、死株、断垄现象发生。

病虫害防治: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

养，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早发现早处理。采取综合

防治、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法防止病虫害蔓延

和影响植物生长。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办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用化学方法防治时，喷药一般要在晚上进行，药物、用量及对

环境的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发生病虫害，最严重的危

害率在5%以下。

3）乔木管养

乔木一级管养的标准是生长旺盛，枝叶健壮，树形美观。行道

树下缘线整齐，修剪适度，干直冠美，无死树缺株，无枯枝残叶，

景观效果优良。

生长势:生长势强，生长量超过该树种该规格平均年生长量;枝

多叶茂，叶色鲜艳，无枯枝残叶。

修剪:考虑每种树的生长特点如萌芽期、花期等，除棕榈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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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它乔木一般在叶芽和花芽分化前进行修剪，避免把叶芽和花

芽剪掉，使花乔木花繁叶茂，乔木整形效果要与周围环境协调，以

增强园林美化效果，行道树修剪要保持树冠完整美观，主侧枝分布

均匀和数量适宜，内瞠不空又通气透光，并根据不同路段情况确定

下缘线高度和树冠体量，根据不同树种科学控制树木高度和现状。

注意不能影响高压线、路灯和交通指示牌;单位附属绿地内种植的树

木的枝叶伸向城市公共道路或他人物业范围内的，要及时修剪;修剪

进按操作规程进行，尽量减少伤口，剪口要平，不能留有树钉;萌

枝、下垂枝、下缘线下的萌蘖枝和干枯枝叶要及时剪除。

灌溉、施肥:根据不同生长季节的天气情况，不同植物种类和不

同树龄适当淋水，并在每年的春、秋季重点施肥2-3次。施肥量根据

树木的种类和生长情况而定，种植三年以内的乔木和树穴植被的乔

木要适当增加施肥量和次数。肥料要埋施，先打穴或开沟。施肥后

要回填土、踏实、淋足水、找平，切忌肥料裸露、乔木施肥穴的规

格一般为30x30x40厘米，挖沟的规格为30x40厘米。挖穴或开沟的位

置一般是树冠外缘的投线影(行道树木除外)，每株树挖对称的两穴

或四穴。

补植、改植:及时清理死树，要求在两周内补植回原来的树种并

力求规格与原有的树木接近，以保证优良的景观效果。补植要按照

树木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淋水等保养措施，保证成活率

达95%以上。以已呈老化或明显与环境不协调的灌木和花卉及时进行

改植，缺株率在1%以下。

病虫害防治: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

养，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早发现早治理采取综合防

治、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法防止病虫害蔓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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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乔木生长，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用化学方法防治时，喷药一般要在晚上进行;药物、用量及对环境的

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发生病虫害，最严重的危害率控

制在5%以下，单株受害程度在5%以下。

防强风意外:做好防强风工作。强风前加强防御措施，合理修

剪，加固护树设施，以增强抵御强风的能力。强风吹袭期间迅速清

理倒树断枝，疏通道路。强风后及时进行扶树、护树，补好残缺，

清除断枝、落叶和垃圾，使绿化景观尽快恢复。同时要求随着树木

的长大，及时将护树带或铁箍放松，以免嵌入树皮内。遇雷风雨、

人畜危害而使树木歪斜或倒树断枝，要立即处理、疏通道路

4)园路、景点广场、景点标志性建筑等园林设施

园路、景点广场、码头地面定时清扫，每天上下午各清扫一

次，全天保洁，做到干净整洁、无废纸、食品袋、果皮、烟头等污

染物，无暴露垃极、无卫生死角、卫生间上下水畅通，室内干净整

齐，便池无粪便、尿液积存。

彩色自行车道、人行园路硬化路面无破坏，保持无土、无痰

迹、无污染物，雨后及时疏通雨水口，无积水，无淤泥，雪后及时

清扫，无积雪。彩色自行车道出现褪色现象要及时喷涂，保持色彩

鲜艳。

码头、园路、景点广场、停车场、亭廊水榭、牌坊、栏杆、挡

车石、花架、木栈道、景点标志性建筑、雕塑、景石、喷灌头及地

下管网、排水管道、卫生间等定期维修，设施完好无损坏，表面无

尘土，亭廊水榭花架定期油漆、彩绘。

绿地树池不使用未经处理的粪便。

园路、广场、停车场内运料及渣土不得遗撒污及路面。(3)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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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广场、停车场无焚烧枯枝、垃圾等杂物的现象。(4)养护期间产

生的一切垃圾清运至广平县垃圾中转站，不得随意倾倒。

两侧绿地、园路、自行车道上不得出现非施工车辆停

水系两岸严禁出现埋管、排管抽水浇地，不得存有在水系两侧

绿地开荒种植蔬菜等植物，不得出现在水系两侧绿地取土挖坑。严

禁出现在水系绿地放牧禽类、牛羊等畜类。广场园路严禁出现摆摊

设点、烧烤等现象。

5）照明、标识导向警示牌等设施养护

确保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区域内所有各种照明灯

杆、灯具、灯带、变压器、地下电缆正常，出现故障、损坏和丢失

24小时内更新维修完毕。

确保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区域中的各类标识导向警

示牌要保持内容完整、整体鲜亮无破损、五丢失，如有损坏和丢

失，应及时修缮和更换，并与原有标识导向警示系统保持一致。

5、评价基准日：2021年5月31日

（二）绩效目标

完成广平县环城水系景观绿化一、二、三期绿地（水利杨水站

西234省道桥西至东风渠水利退水闸处）养护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

其中绿化面积约为81万平方米，园路、广场约9万平方米。照明、变

压器、地下电缆、设施维护修缮、标识向导系统各类警示牌维护修

缮、更换及其他园林设施维护修缮等。提高周边市民出行户外活动

的舒适度，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加休憩空间，美化周边环境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利于绿色出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走

出房间，回归自然，增加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热情，引导人民热爱自

然、拥抱自然，而且绿化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当地小环境，吸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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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改善空气质量。

二、项目单位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单位无绩效自评报告。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将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广平

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专项资金从投入、产

出、效果、管理四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

论。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了解“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

护管理工程”项目目标设定情况；资金分配、使用及管理情况；为实现

绩效目标制定的制度，采取的措施等；资金使用效果和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性影响等情况。收集

整理客观真实的基础数据，为县委、县政府加强广平县环城水系一、

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资金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及时总

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

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

主要有科学规范原则、公正公开原则、分级分类原则、绩效相

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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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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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各预算部门根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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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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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置总体思路

按照绩效评价有关要求，评价工作采用“以结果为导向、基于证

据”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从项目投入、项目产出、项目效果、项目管

理四个方面对评价目标进行逐步分解，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综合考

量，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

方法，将项目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对专项资金

的使用绩效作出全面评价。根据绩效评价对象特点，设计相应的评价指

标，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并对评价指标的内容做出说明，对评价指标

的使用做出规定等。

2、指标设置

共性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是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

根据邯郸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结合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专项资金的

具体投向，本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参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拟

定，采取百分制的计分方式。

个性指标：个性指标由绩效评价组根据执行项目的实际情况，参

照已有评价办法，以共性为准，吸收、融合业务主管部门的绩效评价标

准，在共性指标体系框架内进一步细化、调整设置。

由于专项资金性质属于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

护管理工程项目资金，专项资金使用绩效的高低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对于可定量描述的因素，选择了适当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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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对于不能定量描述的，选择了适当的定性指标，按照定量指标

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评

价指标的遴选是基于评价目标，根据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中的地位和

作用，将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评价目标要求的指标纳入

了指标体系中。

价结果包括综合评分和评级，一般分为四个级别：优（成效显

著）、良（成效明显）、中（成效一般）、差（成效较差）。大于

或等于90分的为优，80分及以上为良，60分及以上为中，小于60分

的为差。

3、各项指标解释、评价依据及证据收集方式

（1）项目投入指标（20分）

①项目投入-项目目标-绩效目标设置。（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主要对项目的绩效目标是否根据相关政策设置进行评

价。主要通过收集项目申报书、任务书中设定的绩效目标验证项目是

否设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投入-项目目标-绩效目标符合规划。（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主要对绩效目标的是否具体、明确，是否符合规划进行

评价。

③项目投入-项目目标-绩效目标的细化。（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主要对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细化进行评价。主要通过收集项

目绩效目标（含实施期内及项目完成后）在数量、质量、成本、时效、

效益等方面细化的绩效指标验证项目的绩效目标在项目产出的数量、质

量等方面是否设置了细化指标，指标内容是否清晰。

④项目投入-项目目标-绩效目标的量化。（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主要对项目绩效目标是否量化进行评价。主要通过收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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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绩效目标（含实施期内及项目完成后）在数量、质量、成本、时

效、效益等方面绩效指标是否量化，指标内容是否清晰。

⑤项目投入-项目资金-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对项目资金分配的合规性进行评价。主要通过对项目是否

根据需要制定了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来评价。评价项目承担单位在

资金使用方面是否专项核算、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挤占、挪

用、截留、改变用途等情况。

⑥项目投入-项目资金-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变动率（分

值权重2分）

本指标对项目资金分配科目进行评价。主要通过对项目是否根

据文件要求入帐，是否挪用。

⑦项目投入-项目资金-资金到位率（分值权重2分）

本指标主要对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进行评价（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

/计划分配资金×100%），主要根据资金分配指标文件、财政拨款凭

证、资金到账凭证等资料确定截至基准日的项目资金到位率。

⑧项目投入-项目资金-资金到位及时性（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是对项目资金到位及时性进行评价（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

资金/应到位资金×100%）。主要根据项目资金到位数、到位时间及规

定的到位数和到位时间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截至基准日的项目资金是

否到位及时；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⑨项目投入-项目资金-资金使用率（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评价。资金使用率=项目使用资金/

实际到位资金×100%），主要通过现场核查项目承担单位的账簿、支

出凭证等财务资料，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

（2）项目产出指标（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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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产出-数量指标-养护面积约90万平方米 4分（分值权重4

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数量进行评价，养护面积约90万平方米为4

分，达不到实际公里数酌情扣分。

②项目产出-质量指标-修剪、浇灌（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修剪、浇灌质量进行评价。与政府采购文

件、财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③项目产出-质量指标-病虫危害防治（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病虫危害防治进行评价。与政府采购文

件、财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④项目产出-质量指标-除草（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修剪质量进行评价。与政府采购文件、财

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⑤项目产出-质量指标-施肥（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施肥质量进行评价。与政府采购文件、财

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⑥项目产出-质量指标-补植更新（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补植更新质量进行评价。与政府采购文

件、财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⑦项目产出-质量指标-园林设施、照明及标识导向系统 （分值权

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产出的园林设施照明及标识导向系统质量进行评

价。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情

扣分。

⑧项目产出-成本指标-成本是否超过预算（分值权重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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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主要考核项目成本是否超出预算水平。没有超过预算得

满分，否则，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扣分。

⑨项目产出-时效指标-完工进度（分值权重4分）

本指标对规定的时间完成的工程进度进行评价，达预期值得满

分，低于计划进度的酌情扣分。

(3)项目效果指标（30分）

①项目效果-社会效益-公众满意度≥100%（分值权重10分）

本指标主要通过对项目实施后，对当地社会的社会效益情况进行

评价。公众满意率=公众满意及比较满意人数/参加调查的总人数

x100%。根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任务书，对项目完成情况

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价。

②项目效果-生态效益-改善城镇生态和景观环境（分值权重10

分）

本指标考核的是项目完工后是否能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改

善城镇生态和景观环境。

③项目效果-可持续影响-对周边市民和绿化事业的可持续影响

（分值权重10分）

分析项目完工后对周边市民和绿化事业的可持续影响。

（4）项目管理指标（15分）

①项目管理-业务管理-决策依据和程序（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是对业务管理中的决策进行评价，检查该项目决策是否

科学，依据是否充分，决策程序是否合规。

②项目管理-业务管理-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承担单位是否建立健全的项目管理制度进行评价。

主要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核查项目承担单位是否制定了项目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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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③项目管理-业务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制度是否有效执行情况进行评价，是否有监督、

检查等措施。

④项目管理-业务管理-项目档案资料齐全性（分值权重3分）

本指标对项目档案资料是否齐全、有无专人管理、保存是否符合

要求进行评价。主要通过核查项目承担单位的档案文宗，查看项目申

报书、任务书、实施方案、合同、验收报告、资金审批拨付材料、各

项制度、会议记录等资料存档是否齐备，档案是否由专人进行管理，

档案的保存是否符合档案管理制度规定。

⑤项目管理-财务管理-财务制度的健全性（分值权重4分）

本指标对项目承担单位是否针对项目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进

行评价。主要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核查项目承担单位是否制定了项目

财务管理制度。

⑥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的规范性（分值权重4分）

本指标根据财务管理制度对会计核算进行评价，根据项目财务

资料是否齐全、会计核算是否规范，了解相关情况进行评价。

（四）评价方法

在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考评组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拟采

取资料核查、现场勘察、面谈、电话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拟采用

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

①定性分析，主要用于对于无法直接用指标计量效果的项目。通过

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进行评判，评价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要采用服务

对象和社会公众评判法。

②定量分析，设置与之相适应的指标体系，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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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分别进行计算、分析。

③综合分析，根据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果，结合取得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对各项指标按照重要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综合评估

各项补助专项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本项目2020年资金共包括两期合同资金的各半年资金，前期合

同到2020年6月止，预算金额为300万元/年，半年预算资金为150万

元；后期预算金额为510万元，后期合同自2020年6月22日到2023年6

月21日止，合同金额为509.79539万元。共收到广平县环城水系一、

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的专项养护资金额度430万元，资金

到位率100%。具体如下：

收入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收入

1 2020/3/26 75

3002 2020/8/25 75

3 2020/11/24 150

4 2021/2/1 130 130

合计 430 43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项目，

2020年支出养护专项资金276.9688万元，2021年支出养护专项资金

127.2488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资金支出表 单位：万元

日期 摘要 支出金额 备注

2020年3月27 付环城水系一、二、三期养护费 74.89 149.72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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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辰） 预算

150万

元2020年9月4 付环城水系养护费（江苏华辰） 74.83

2020年11月26
付环城水系养护费三季度（江苏

华辰）
127.2488

254.497

6

半年

预算

255万

元
2021年02月28

付环城水系养护费四季度（江苏

华辰）
127.2488

合计 404.2176
404.217

6

通过对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实施情况以及所提供资料的复核,各承

担单位所获得的专项资金全部用于了指定项目，项目收入与支出差

额未未到账额度和养护质量不合格的罚款。项目资金支出率为

100%，做到了专款专用，没有发现虚列套取和资金截留、挤占、挪

用现象，并能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列支，没有发现超标准开支等

问题。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了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对项目资

金进行了单独核算，结算及时。

通过对县财政局自主申报材料进行复核，2020年广平县环城水系

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专项资金的管理基本到位：做到

了专款专用，会计核算相对规范。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属广平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职责，项目预算列入部门年度财务范畴，负责归

范管理，并明确了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

程项目的预、决算并监督执行。

3、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立了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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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互促进的项目管理体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施工单位、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各负其责，加强指导监督，及时

协同财政、审计加强资金监督和管理，保证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没

有超过成本预算指标。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项目经济性分析主要是对项目成本控制情况，项目成本节约情况

进行分析。通过核对县财政局的自评报告和相关会计资料，资金支出

没有超出预算总体水平。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主要是对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完成质量等方面进

行分析。项目实施进度情况: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

养护管理工程2020年实际支出总额404.2176万元。实际资金使用率

100%。项目进度完成率100%。项目完成质量情况：项目竣工验收报

告显示质量合格，除除草外，其他均达到预期质量目标。不合格项

目已扣除罚款。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主要是分析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广

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养护完成后，

提高了周边市民出行户外活动的舒适度，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加休

憩空间，美化周边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利于绿色出

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走出房间，回归自然，增加了市民亲

近自然的热情，引导人民热爱自然、拥抱自然，而且绿化的增加有

助于改善当地小环境，吸收污染物、改善空气质量，对提升城市品

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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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及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从整体上看，广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的

“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项目”管理

规范，监督到位，政策执行较好，根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资料及

相关凭证，在全面整理分析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项目绩效得分为90分，对应级别为“优”。

综合评价得分情况

（二）主要指标得分情况分析

项目评分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分

值

得

分

项目投

入20分

项目目

标8分

目标设置2分 设有目标计2分，否则计0分。 2 0

目标符合规划2分
目标明确符合规划计1分，否

则计0分。
2 0

目标细化2分 目标细化计1分，否则计0分。 2 0

目标量化2分 目标量化计1分，否则计0分。 2 0

项目资

金12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2分

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2分、

资金使用专项核算计1分、无

挤占、挪用、截留、改变用途

等情况计1分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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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变动率2分

实际支出科目、金额与项目库

中填报的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

类科目、金额完全一致的，得

1分；项目资金调整到其他项

目的，扣1分

2 2

资金到位率2分

到位率达到100%的，得3分；

每低5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

止。

2 2

资金到位及时性3分

资金按文件要求及时到位计3

分；未及时到位但未影响项目

进度计2分；未及时到位并影

响项目进度计1分。

3 2

资金使用率3分

使用率达到100%的，得3分；

每低五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

为止。

3 3

项目产

出30分

数量指

标4分

养护面积约90万平方米 4

分

绿化养护区域达到90万平方

米，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4 4

质量指

标18分

修剪、浇灌 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3

病虫危害防治 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3

除草 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2

施肥 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3

补植更新 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3

园林设施、照明及标识导

向系统3分

与政府采购文件、财政评审验

收清单相符得满分，否则，酌

情扣分。

3 3

成本指

标4分
成本是否超过预算4分

成本是否超过预算，没有超过

预算得满分，否则，根据实际

情况酌情扣分。

4 4

时效指

标4分
合同约定的竣工时间4分

按约定的竣工时间完成计满

分，低于计划进度的酌情扣

分。

4 4

项目效

果30分

社会效

益10分
公众满意度10分

公众满意及比较满意人数占参

加调查的总人数比率≥90%得

满分，每低2个百分点扣1分，

扣完为止

10 10

生态效

益10分

改善城镇生态和景观环境

10分

是否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改善城镇生态和景观环境
10 10

可持续

影响10

分

对周边市民和绿化事业的

可持续影响10分

分析项目完工后对周边市民和

绿化事业的可持续影响。
10 10

项目管

理20分

业务管

理12分
决策依据和程序3分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计3

分；否则，酌情扣分
3 3



28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计3

分；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扣1

分；未建立管理制度计0分。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3分
资助对象、金额、时间是否遵

守业务管理规定
3 3

项目档案资料齐全性3分
建立了完善的项目档案计3

分，项目不全酌情扣分
3 3

财务管

理8分

财务制度的健全性4分
财务制度健全计2分，否则酌

情扣分。
4 4

会计核算的规范性4分

项目财务资料齐全、会计核算

规范计2分，资料每缺一项扣1

分，缺少主要资料计0分。

4 4

合计 100 90

1、项目投入得11分（总分20分）

评价组查阅并核对了项目单位的相关资料和账页，项目单位未设

置绩效目标，未进行细化、量化，目标不明确。

评价组通过对项目库、财务凭证资料的核对，项目资金使用合规，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没有变动。资金到位率是100%，符合项目

实际情况，因此不扣分。评价组核对会计资料，实际资金使用率

100%,项目投入得分11分。

2、项目产出得分35分（总分35分）

（1）时效指标得分4分（总分4分）

通过核对相关会计资料和项目档案资料，项目完工进度达到预期

值，得10分。

（2）数量指标得分4分（总分4分）

通过核对相关会计资料和项目档案，财政专项资金均已用于广平

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绿化养护区域达到90

万平方米，得满分。

（3）质量指标得分17分（总分18分）

评价组通过核对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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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单位所获得的专项资金全部用于了指定项目。广平县环城水系一、

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项目完成后，工程质量除除草外，其他

项目均达到合同质量标准，除草不合格扣1分，质量指标得分17分。

3、项目效果得分30分（总分30分）

项目完成后，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了城镇生态和

景观环境，通过调查，周边市民满意度达到95%以上，项目效果得满

分。

4、项目管理得分20分（总分20分）

项目管理上，建立了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了完善的项目档

案，项目财务资料齐全、会计核算规范。项目管理得分20分。

六、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

通过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是：

1、项目未设绩效目标，未填写项目库。

2、项目未按合同约定在每季度末验收合格后，支付服务费。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1、项目应设立绩效目标并规范填写项目库。

2、按合同约定及时检查验收，并支付相应费用。

总之要以合理规范使用广平县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

养护管理工程专项资金为主，落实项目专项资金到位，使得广平县

环城水系一、二、三期景观绿化养护管理工程设备等保持正常运

作，改善广平县城环境，带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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