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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全过程评价

决策、过程、产出、效果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定量为主、定性为辅
定性指标可衡量

统筹兼顾
内外业评价

省县两个层面（点面）评价
与审计检查结果相衔接

1.1构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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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构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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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据

B

E

C

D

A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农村
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参考）》（农办计财〔2020〕12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度专项工作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
的通知》（农办办〔2019〕10号——《2019年度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整体绩效评价子项延伸绩效管理指标体系》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
好2019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
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
发〔2019〕6号）

材料复核评价（内业审查）
、各级审计检查结果等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
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0〕10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
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5〕163号）



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

细化为35项评价要点。

决策投入和过程管理的评价指标权重各占20%，

实际产出和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权重各占30%。

评价指标以定量为主，权重约占60%；无法量化

考核的，列出了具体可衡量的评分标准。

三级指标的评分标准也细分到各评价要点。

评价指标体系

以内业评价为主的指标

以现场评价为主的指标

内业+现场评价的指标

1.3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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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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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工作视频
交流会
2.现场抽查评价

1.资金核对
2.绩效指标一致
性比对
3.整体绩效目标
自评数据汇总
4.绩效自评材料
梳理
5.材料审查分析
评价

综合分析各省资
金执行、产出和
效果情况，修正
有关分值

内业审查 现场评价 综合评价



2.1评价流程

8

1.资金核对
2.绩效指标一致
性比对
3.整体绩效目标
自评数据汇总
4.绩效自评材料
梳理
5.材料审查分析
评价

1.将中央下达资金数据、各省报送的

自评报告资金数据、绩效目标自评表

中资金数据进行两两比对

目的：核实各省上报资金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

2.将两部批复各省的绩效指标（专项

区域绩效目标表）与各省报送的绩效

自评指标（专项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进行比对，主要比对年度绩效目标

、三级绩效指标及年度指标值

目的：核实各省上报的绩效目标自评

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是否全面落

实两部下达的指标任务。

内业审查



2.1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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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核对
2.绩效指标一致
性比对
3.整体绩效目标
自评数据汇总
4.绩效自评材料
梳理
5.材料审查分析
评价

内业审查

3.对专项《整体绩效目标表》中有关

数据（全年预算执行数、预算执行率

、全年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各项

绩效指标全年完成值）进行审核汇总

，形成专项《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数据来源：

一是各省报送的绩效目标自评表有关

指标完成值；

二是行业司局提供的各项政策任务实

施情况总结。

目的：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偏离

绩效目标的原因（对未完成或超额完

成30%及以上的原因进行汇总）。



2.1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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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核对
2.绩效指标一致
性比对
3.整体绩效目标
自评数据汇总
4.绩效自评材料
梳理
5.材料审查分析
评价

内业审查

4.对各省绩效自评报告中的经验做法

、主要问题、对策建议等内容进行梳

理汇总。

经验做法：缺少亮点和创新

主要问题：根源性原因分析不够

对策建议：具体建议多，宏观建议少

目的：形成相关清单，为评价报告积

累素材。

5.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对

各省专项组织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赋分

。

目的：形成内业审查初评分。



1.召开抽查省份工作视频交流会。听

取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工作汇报；反馈

内业审查发现问题，省级部门作出说

明。

目的：交流情况，促进工作。

2.抽取项目县开展现场调查评价。听

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勘查、满意

度测评等。

目的：修正内业审查评分，形成复评

分；补充经验做法、主要问题。

项目县提前做好准备：一是大专项的

总体实施情况汇报材料；二是大专项

的绩效自评报告、自评表及佐证材料

（尤其是资金拨付、报销凭证等）。

2.1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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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工作视频
交流会
2.现场抽查评价

现场评价



预算执行率

管理制度健全性

实际完成率：提供作证材料，

如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统计

表

2.1评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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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各省资
金执行、产出和
效果情况，修正
有关分值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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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3



决策投入

指标分值20分，下设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平均得

分17.76分。其中“方案报备及时性”指标主要依据内业审

查结果，其余指标为内业审查与现场评价综合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决策投入
（20分）

绩效目标
（8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78 94.5%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3.87 96.8%

资金投入
（12分）

方案编制明确性 6 5.57 92.8%

方案报备及时性 2 0.60 3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4 3.94 98.6%

小计 20 17.76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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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为例，下同）

2019年度大专项评价指标体系.pdf


主要扣分点

1.绩效目标合理性：个别省份未提供规范格式的绩效目标表或绩效

目标表述不清，得分较低；个别省份因绩效目标自评表中全年完

成值与年度指标值差异较大、抽查县绩效目标与实际任务相关性

不强。

2.绩效指标明确性：个别省份因关键绩效指标有缺项或归类错误、

指标数值与年度任务数和资金量不匹配。

3.方案编制明确性：一些省份因年度实施方案未完整反映两部下达

的约束性任务、部分任务未制定资金使用方案、佐证材料中缺少

部分政策任务实施方案等。

4.方案报备及时性：普遍得分较低。除重庆、山东、江苏、福建外

，其余省份均未按时报备年度实施方案，有21个省份严重超时未

得分。

5.资金分配合理性：个别省份因未提供资金分配文件，抽查县资金

分配结构欠合理。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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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

指标分值20分，下设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平均得分

15.76分。所有指标为内业审查与现场评价综合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平均得分 得分率

过程管理
（20分）

资金管理
（8分）

资金拨付（到位）率 2 1.31 65.3%

预算执行率 2 1.61 80.6%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3.71 92.8%

组织实施
（6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38 68.9%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3.76 93.9%

绩效管理
（6分）

绩效管理规范性 3 1.79 59.7%

日常监管规范性 3 2.21 73.5%

小计 20 15.76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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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扣分点

6.资金拨付（到位）率：大部分省不同程度存在省级资金拨付不

及时的问题，有些省份根据任务安排，将收到的同笔中央财政资

金分批下拨，影响了资金拨付的时效。有17个省份因拨付时间滞

后较多未得分，占比48.6%。

7.预算执行率：大专项资金下达率100%，但抽查县资金执行率普

遍偏低，抽查县中最高的为72%、最低的为29.8%，一些县因资

金到位晚、项目启动晚、报账手续晚等资金没有支出。

8.资金使用合规性：部分县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县将作为约束

性任务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进行统筹使用；个别县有超范围支出

情况；个别县未独立专账核算；个别县存在资金拨付手续不完整

、个别任务支出不符合实施方案、财务资料欠规范等。

9.管理制度健全性：部分省提供的制度文件佐证材料存在数量偏

少、种类重复等问题，如有的省只提供了一项制度文件，依据评

分标准，得分较低。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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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扣分点

10.制度执行有效性：部分省份存在未及时将年度实施方案向社会

发布，抽查发现个别项目实施单位遴选程序不规范、档案资料不

全、基层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等。

11.绩效管理规范性：大部分省份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存在或重要

内容缺失，或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与两部批复不一致，或绩效指

标超额完成较多但未作说明，或报表数据不一致等问题，部分抽

查县也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自评，绩效管理工作基础比较薄弱。

12.日常监管规范性：个别县定期调度督导工作不及时；根据2019

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审计处理意见，不少省份在产

业强镇示范、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具体任务落实方面存在问题。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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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产出

指标分值30分，下设3个二级指标，3个三级指标，平均得分

26.01分。其中“产出数量”指标主要依据内业审查结果，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指标主要依据现场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实际产出
（30分）

产出数量（20分） 实际完成率 20 18.46 92.3%

产出质量（5分） 质量达标率 5 4.31 86.2%

产出时效（5分） 完成及时性 5 3.24 64.9%

小计 30 26.01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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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扣分点

13.产出数量：大部分省都存在个别指标任务未按计划

完成。

14.产出质量：大部分抽查省都有一些县未及时开展项

目验收或建设质量有待提高。

15.产出时效：全部抽查县不同程度存在项目推进不力

、完成不及时、报账滞后等问题，“产出时效”指标得

分较低。

评价难点：一是产出数量真实性的认定；二是验收的认

定；三是缺少分阶段实施计划，时效性难考核。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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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

指标分值30分，下设2个二级指标，2个三级指标，平均得分

27.62分。“项目效益”“满意度”指标主要依据现场评价

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平均得分 得分率

实施效果
（30分）

项目效益（20分）实施效益 20 17.96 89.8%

满意度（10分）
受益对象
满意度

10 9.66 96.6%

小计 30 27.62

3.1指标分析

21

2019年度大专项评价指标体系.pdf


主要扣分点

16.项目效益：部分抽查县存在一些任务完成数量不达

标、完成不及时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综合效益的发

挥。

17.满意度：一些农户代表对个别政策实施情况提出建

议，如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补贴等。

评价难点：一是在建项目是否有效益，效益如何评估：

二是满意度调查的对象选择、方式方法等。

3.1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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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有待加强
绩效管理意识不强
，对实施全面预算
绩效管理缺乏准确
全面认识，绩效管
理基础比较薄弱等
。

部分省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不完整，如
有的政策任务未设置绩效指标，有的将
产出指标归类到效益指标中，有的绩效
指标未量化难以考核。

大部分省的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中部分
指标完成值超出设定的30%及以上，但
未说明具体原因或原因说明不充分。

部分省的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目标指
标与两部批复的区域绩效目标指标
不一致。

部分抽查县未按规定程序组织开展绩
效自评工作，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过于
简单。

3.2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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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任务组织实施
有待强化
抽查的省县两级农业

农村部门基本未明确
大专项牵头负责处（
室），各项任务由不
同行业处（室）组织
实施，大专项在执行
中缺少整体管理。

先建后补、以奖代补项目因实施周期长
、季节性强、报账手续慢等，难以按年
度资金项目进行管理考核。

有的省份缺乏对市县工作的有效监督
指导，市县也缺乏对关键环节的及时
调度监管，导致项目实施进展缓慢。

有的抽查县部分项目选址立项、方
案编制等前期工作不到位，严重影
响项目推进。

基层人手不足、水平不高、经费不够
等现象较为突出。

3.2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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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有待规范
地方不同程度存

在资金拨付滞后
、预算执行偏慢
、资金支出不规
范等问题。

有的抽查县部分项目没有年度资金使用方案
，或直接以资金下达文件替代使用方案，资
金使用合理性有待加强。

抽查县的资金执行率普遍偏低，截至2019

年底，7个抽查省的抽查县平均资金执行率
不到60%，一些先建后补项目，因还未验

收或报账不及时，账面支出基本为零。

因分批下达计划、部门沟通不畅等，大多
数省份资金拨付不及时，近一半的省份资
金拨付超过规定时间1个月以上。

抽查县未实行专账核算、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全部拨入地方银行账户代为发放、 大额

资金一次性打包给代建公司、资金拨付缺
少必要审批程序、会计核算不规范等。

3.2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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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制定《中央财政
农业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部级绩效
评价工作规程》

构建“N+X”
绩效指标库

绩效监控常态化、信息化

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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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19〕48号 ）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农业农村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农办计财
〔2020〕12号）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20〕10号 ）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

六个文件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