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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绩效管理的总体要求



一、总体要求：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贯穿预算编制、

执行全过程，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印发，开启了政府在预算管理方面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意见》围绕

“全面”和“绩效”两个关键点，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出部署。



一、总体要求：

5

2018年11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提出：预算编制环节要

突出绩效导向，预算执行环节要加强绩效监控，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刚性约束，

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形成反馈、整改、提升绩

效的良性循环，并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加强绩效管理监督问责。

2018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

案》，对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对实施前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提出具体措施，同时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构建预算绩效

指标体系，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



一、总体要求：

6

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全面设置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

控，开展绩效评价，构建事前、事中、事后

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

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个环节。



第二章 绩效管理的事前评估



一、需求调研

8

2021年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调研会议

解决绩效评价中的决策投入问题，

即绩效目标的明确性、绩效指标的规

范性、方案编制的科学性、资金分配

的合理性的问题，为制订绩效目标、

设定绩效评价指标、编制项目实施方

案、合理分配资金等做准备。

调研的目的



一、需求调研

9

1. 了解垦区农业从业人员结构现状

2. 产业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现状、规划及培训需求

3. 年度培训需求调研（每年5、6月开展）

4. 培训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基地和教材等基础条件质量建设调研



二、预算编制

10

*2019年部门项目预算申报分析：立项依据、实施方案、年度总体目

标和绩效目标设定

将绩效管理融入预算申报，实现绩效管理与预算一体化



（一）年度总体目标和绩效目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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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和指标确定的原则和要求

12

相关性 代表性 可衡量性 可比性

与评价对象密切相

关，全面反映项目

决策、项目和资金

管理产出和效益。

优先最具代表性、

最能直接反映产出

和效益的核心指标，

精简实用。

指标内涵明确具体、

可衡量，数据和佐

证资料可收集、可

获得。

同类项目绩效评价

指标和标准具有一

致性，便于评价结

果相互比较。



2.  目标及指标确定的合理性

13

1. 确定合理的目标及指标（不能过高或过低）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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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管理法等

2.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及下达指标测算：按照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目标，

培训标准人均3000元，培训项目资金200万元测算，完成培训人数目标为≥667人，其中

经营主体带头人或青年农场主不少于50人。



3.  年度总体目标设定

14

中长期计划任务培训

• 茂名分校 50名青年农场主

第二阶段培训工作（进一步

挖掘培训对象创业兴业、产

业发展能力，在全垦区形成

示范带动作用）

精准对接产业发展规划的人才培训

• 针对橡胶、油茶、甘蔗、果蔬、

畜牧等农垦产业职工，开设

专业技能提升培训班

• 针对垦区农场和直属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后备管理干部等，

开设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

针对性、时效性的业务培训

• 针对基层社区管理人员、聚焦农场

办社会职能改革，开设美丽乡村建

设培训班

• 针对广垦糖业农机手，开设农机应

用与维修培训班



3.  年度总体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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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头人

330人

专业技能型
355人

专业服务型
220人

青年农场主
50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2019年，计划开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班7期，

培训学员330人。

青年农场主

2019年，计划开办青年农场主培训班1期，计划
培训学员50人。

专业技能型

2019年，计划开办专业技能型培训班6期，计划培训

学员355人。

专业服务型

2019年，计划开办专业服务型培训班5期，计划培训

学员220人。

2019年广东农垦农民教育培训年度计划



4.  各项绩效指标设定

1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参与评价

学员比例，对培育基地和师资的

满意度，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成本指标



三、制定实施方案

17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农

科办〔2019〕26号)有关精神和前期调

研结果分析，广东农垦总局制定了《广

东农垦2019年农民教育培训项目实施方

案》(粤垦函〔2019〕247号），将年度

总体目标和各项绩效指标（包括延展指

标）融入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

也是绩效目标实施方案。



第三章 绩效管理的事中监控



一、抓进度

19

广东农垦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年初下达培训任务，要求11月底完成全部培训

办班，12月结算和总结。每月提交月度调度表，实时跟踪培训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

资金进度

• 拨付、结算、开支合

规，拨付明细表、结

算明细表

办班进度

• 月度调度表、出现情况

及时调整和统筹，办班

批复

人数进度

• 保证每个班的培训人数，出

现情况及时调整和统筹，学

员签到表



二、抓质量

20

走出去引进来交流学习

一年一度的验收

实行目标管理

培训规范、管理办法、工作部署、

实施方案、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健全和落实各项制度和规范

一年一次，磨刀不误砍柴工

管理人员和师资培训

学校、管理专家、师资



三、抓时效

21

农广校培训经费年终结算完毕，要求100%完成资金支出。



四、抓成本

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标准、农业经理人标准及

师资标准等均按有关规定执行。

广东农垦农广校本部在实际培训实施过程中，

甚至在跨垦区开展培训的情况下，培训费控制在

200-300元/人/天，且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全年分

配培训任务，培训学员440人，保障了垦区产业专

业技能人才供给。

按照《广东农垦总局培训费管理

办法》规定，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费

用不超过人均费用标准3000元/人、

不超过每天费用标准550元/人。



五、抓效益

23

公益性培训的社会效益，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1、实行目标管理：一年一度的审计

2、规范资金使用：各项开支符合财务规定。

3、加强制度建设：总局培训费用开支管理办法



六、抓可持续影响

24

1、树立高素质农民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全国“风鹏行动 • 新型职业农民”、

湛江农垦“十大杰出青年”、

广前公司“党员先锋岗”——陈晓军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

幸福农场千亩果蔬基地职业经理人 ——陈远



www.islide.cc 25



六、抓可持续影响

26

2、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典型的宣传工作：一班一稿，典型通讯，典型人物



六、抓可持续影响

27

3、探索好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六、抓可持续影响

28

4、对培训学员跟踪帮扶：政策、技术、渠道、平台、合作



七、抓服务对象满意度

29

抓对培育基地的满意度：遴选好培训基地，对培训基地的管理和服务提出要求，区

域就近或产业就近原则、分层分类培训原则。

师资的满意度：加强与各培训机构的交流，对接优良师资、请满意度高的师资。结合教

学需要，行业顶尖专家，首席专家，割胶冠军，土专家，传帮带，训前问题清单。

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组织协调和各项资源要素的组合，培训需求得到满足，培训过程

进展顺利。



八、广东农垦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的十三步法

30

4. 一个信息录入平台

6. 一次开班仪式

5. 一份意外保险过

程

管

理

1. 训前一次需求调研

3. 一套培训方案

8. 一个交流平台 9. 一篇宣传报道

7. 主管部门领导上第一课

13. 一次年度审计

11. 一本培训证书10. 一场总结交流

12. 一次项目验收

2. 一套审批手续
前期
准备

后期
考核



第四章 绩效管理的事后评价



一、年度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32



二.  绩效完成的各项佐证材料收集

33



三、绩效自评报告撰写

34



第五章 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



一、用于整改：完善政策制度、改进管理

36



二、用于调整预算及优化改进工作安排

37



第六章 绩效管理的心得体会



资源整合利用上

时点把握上

佐证材料收集上

任务与资金匹配上

进度推进上

实施操作上

绩效管理的心得体会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