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表

项目名称： 河长制项目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说明

项目立项
（15分）

绩效目标
（5分）

绩效目标合
理性

5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市政府决策
②是否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③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目标明确（5分）
基本明确（3分）
不明确（0分）

5
绩效目标基本明确，符合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符合生态文明
建设的发展需要。

绩效指标
（5分）

绩效指标明
确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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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全面细化量化指标（5分）
主要目标细化量化（3分）
无量化指标（0分）

3
部分指标设置不合理，且生态
效益未完全体现，缺少水资源
节约保护的内容。

资金预算
（5分）

预算编制准
确性

5

评价要点：
①评价年度内项目预算是否有调整；
②项目预算有调整的，是否履行了相关手续；
③项目预算调整金额及原因分析。

预算没有调整（5分）；有调整，
有相关手续并说明了原因
（3分）；预算有调整，但没有相
关手续，或原因不合理
（0—2分）

3

根据台山市水利局自评情况表
年初预算2,116.94万元，调整
后预算462.49万元，预算有调
整，

项目管理
（35分）

财务管理
（18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2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制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分），
具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1分），
无管理办法（0分）

0 无管理办法

资金使用合
规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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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
④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资金使用完全合规（8分），基本
合规（5分），不合规（0分）。
其中： 虚列（套取）扣5-8分；
支出依据不合规扣2分；截留、挤
占、挪用扣4-8分；超预算范围开
支扣3-8分。

5
项目资金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资金使用比较规范，但明细账
、记账凭证等佐证材料不全。

第 1 页，共 3 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说明

项目管理
（35分）

财务管理
（18分）

预算支出完
成率

5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际支出规模是否与项目预算资金相符，以预算支出完成
率为主要考核指标；

预算支出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年初预算数±年中预算调整

数））×100%

年终执行数：项目（用款）单位实际已完成的资金支出数，不含
转拨资金数。
年中预算调整数：指经批准的预算调整数，不含指标分解数。
②项目资金结余情况及原因分析。

预算支出完成率≥95%得5分，每下

降10%（含10%）,扣1分，扣完 5
分为止。其中：预算支出完成率在
20%（不 含20%）以下的，扣20分
。

5

项目年初预算2,116.94万元，
调整后预算462.49万元，实际
支出459.89万元，预算执行率
99.44%。

财务监控有
效性

3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财务监控措施有效（3分），基本
有效（2分），无效（0分）。

2
年中未实施绩效监控，也未采
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
控措施或手段。

业务管理
（17分）

管理制度健
全性

4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②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4分），基本
健全（2分）, 不健全（0分）。

0 管理制度不健全

组织实施合
规性

8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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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是否按规定执行了政府釆购、招投标、投资评审、法人负责制
、合同管理、质量监理等各项制度。

完全按制度执行（8分）基本执行
（5分），未执行（0分）。其
中：发生较大等级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的，扣17 分。

8

项目质量可
控性

5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用质量要求或标准；
②是否釆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要的控制措施或手
段。

质量监控措施全面到位（5分），
基本到位（3分）,不到位（0分）
。

5

项目绩效
（50分）

项目产出
（25分）

实际完成数 10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
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
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该项得分按照实际完成率乘以10
分计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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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说明

项目绩效
（50分）

项目产出
（25分） 质量达标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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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得分按照质量达标率乘以10
分计算。

10

完成及时性 5

完成及时率=［（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 计划完成时
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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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得分按照完成及时率乘以5分
计算。

5

项目效益
（25分）

经济效益 5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一实际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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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得分按照实际完成率乘以5分
计算。

16
佐证材料不充分，缺少水资源
节约保护的内容。按80%计算

得分。

社会效益 5
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间接效益，可根
据项目特点自行设计个性指标量化反映。

该项得分按照实际完成率乘以5分
计算，或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生态效益 5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等的影响，可根据项
目特点自行设计个性指标量化反映。

可持续影响 5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
位）、群体或个人，一般釆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满意度≥90%的（5分）, ≥80%（4
分），70%（3分）,≥60%（2 
分）,≥50%（1分），低于50%或
出现上访、涉诉问题（0分）。

5 根据满意度调查统计得分

评价等级 良 评价得分 82

  注：绩效评价等级分为优（100-90分），良（89-80分），中（79-70分），低（69-60），差（60（不含）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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