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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全成本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

据《薛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薛发〔2020〕11 号）、《薛城区区级部门单位预算绩效

管理办法》和《薛城区区对下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

法》（薛政办字〔2020〕12 号）文件要求，薛城区财政局下

发了《关于配合做好区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知》，委托北京三维众智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 2020 年度

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

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

1.项目背景

为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

无害化处理水平，2015 年 8 月，枣庄市人民政府与枣庄中科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明确以 BOT 的形式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一座日设计处理规模 1000 吨的垃圾无害化焚烧

处理厂，并具备 1500 吨/日的处理能力，对枣庄市市中区、

峄城区、高新区、薛城区、山亭区行政辖区内的垃圾开展无

害化焚烧处理。协议约定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不含建设期），

特许范围内生活垃圾处理补贴按 49 元/吨支付，运营期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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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枣庄市人民政府每月提供平均不低于 1000 吨/日可接收垃

圾量，其中薛城区垃圾最低保有量为 350 吨/日。

2.项目实施单位改扩建情况

因前期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规模不足，且垃圾焚烧流化床

烟气处理工艺未达到环保标准，2019 年 5 月，经枣庄市发改

委批准，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对枣庄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进行了改扩建。2020 年 10 月，改扩建项目已建设完

成，1#机组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并网发电成功，2#机组于

11 月 8 日并网发电成功，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约 1800 吨，

年处理生活垃圾约 66 万吨，年发电量为 2.2 亿千瓦时，上

网电量为 1.99 亿千瓦时，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环保要

求。

3.项目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仅对薛城区垃圾处理补贴费的使用情况和项

目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枣庄市特许权范围内的其他区县

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

（二）项目预算

2020 年薛城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预算申请资金 712.76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450 万元，垃圾处理补贴费按照《特许

经营协议》要求，每月由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递交发

票和垃圾过磅单据及汇总表，经薛城区环卫局核准后，由财

政授权支付至薛城区环卫局，然后由薛城区环卫局拨付至项

目实施单位，每月补贴费=实际垃圾转运量×垃圾处理费单

价。截至评价基准日，2020 年度薛城区垃圾处理补贴费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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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450 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100%，经统计，该资金所

属年度均为 2019 年度补贴费。2020 年补贴资金对应费用期

间见表 1。

表 1：2020 年垃圾处理补贴资金拨付明细表

拨付时间 拨付资金所属期间 拨付金额（万元）

2020.2.26 2019 年 1-2 月 100

2020.3.31 2019 年 3-4 月 100

2020.8.6 2019 年 4 月 50

2020.9.22 2019 年 5 月 50

2020.9.30 2019 年 6-7 月 100

2020.12.29 2019 年 8 月 50

合计金额 450

（三）项目计划实施内容

项目主要内容为：严格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对薛城区辖

区内的生活垃圾进行焚烧无害化处置，处理率达到 100%。

2020 年薛城区全年垃圾转运量为 126640.03 吨，按照 49 元/

吨的垃圾处理补贴标准，全年垃圾处理费共计 620.54 万元。

2020 年每月垃圾焚烧量及垃圾处理补贴费情况见表 2。

表 2：2020 年垃圾焚烧量及垃圾处理补贴费明细表

月度 垃圾进厂量（吨） 垃圾处理费（元）

1月 11509.02 563941.98

2 月 8743.26 428419.74

3 月 9999.31 489966.19

4 月 9726.85 476615.65

5 月 11206.97 549141.53

6 月 10731.76 525856.24

7 月 11138.16 545769.84

8 月 11175.69 547608.81

9 月 10149.98 497349.02

10 月 10885.41 533385.09

11 月 10762.99 527386.51

12 月 10610.63 519920.87



4

月度 垃圾进厂量（吨） 垃圾处理费（元）

合计 126640.03 6205361.47

（四）项目组织管理

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负责申报

年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预算资金，审核并支付垃圾处理补

贴资金，负责对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为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负责按照

《特许经营协议》中相关条款，对特许权范围内的生活垃圾

进行焚烧处理，各类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国家环保标准。

项目资金申请拨付流程：垃圾处理补贴费按照《特许经

营协议》要求，每月由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薛城区

环境卫生服务站递交发票和垃圾过磅单据及汇总表，经薛城

区环境卫生服务站核准后，向区财政局申请补贴资金，区财

政局将补贴资金下达至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然后由薛城

区环境卫生服务站拨付至垃圾焚烧厂，每月补贴费=实际垃

圾转运量×垃圾处理费单价。

（五）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城区及镇街生活垃圾集中清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实现

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及资源化处理，减少垃圾对环境危害,

保护水资源环境，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打好基础。

2.年度绩效目标

垃圾转运量每日 350 吨，全年垃圾转运量达 12 万吨，

垃圾转运率 90%，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改

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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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对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进行综合分析，重点对垃圾处理补贴的支付标准、

资金使用、产生效益等情况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特许经营

期内的职责履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任务完成情况等方面

进行核实评价，并全面引入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理念，通过

对项目成本的系统分析，参照历史数据、同行标杆、行业标

准、市场竞价等信息方法建立该项目财政支出定额标准，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金使用、完善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益。

（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1.评价对象：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评价资金范围：本次绩效评价范围为薛城区 2020 年

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资金 712.76 万元及项目涉及的全部

内容。

3.评价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评价依据

1.财政部发布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

〔2020〕10 号）；

2.《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鲁发〔2019〕2 号）；

3.《枣庄市市级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枣庄

市市对下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枣政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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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 号）、《薛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薛发〔2020〕11 号）；

4.《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

5.枣庄市人民政府与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签订

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枣庄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供应与结算协议》；

6.预算部门职能职责、发展规划；申请预算时的绩效目

标及相关材料、财政部门预算批复，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预

算执行情况；

7.其他相关佐证资料。

（四）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案卷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

法、因素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社会调查法等绩效评价方法，

采取全面评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

结合方式进行。该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即在收集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厘清项目成本内容、结构和历

史水平，评估现有成本的合理性，进一步建立或优化项目支

出成本定额体系。

该项目垃圾处理费补贴单价定额标准将综合考虑项目

总投资、经营成本、融资成本、折旧摊销、税费以及项目内

部收益率等多方面因素来测算。具体流程为：一是通过与项

目负责人访谈，收集查看项目相关资料，综合单位职能、业

务活动范围、项目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单位项目支出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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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凭证等信息梳理出项目支出范围的全部成本内容。二

是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挖掘各类支出和支出数额之间的内

在联系。本项目通过对垃圾焚烧发电设备设施、生产工艺、

处理能力、建设投资等情况的了解，掌握垃圾焚烧发电各环

节成本支出规律，剔除不合理支出，来确定支出定额。三是

设计数据收集方法，多维度分析数据，明确规律，编制定额

标准。除对项目支出的历史成本进行汇总分析之外，还通过

与其他地区相同生产工艺、设计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成

本结构进行横向对比，结合国家、省、市关于垃圾焚烧发电

补贴的相关政策，系统分析各项成本支出的合理性，确定该

项目标准成本结构。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税费及合理利润、售电收入等因素，倒算得出财政应补

贴资金标准，最终确定该项目定额标准。

（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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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

规程》和《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

作规程》的通知（鲁财绩〔2020〕4 号）设定，评价指标包

括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 4 个一级指标，下设二级、三级

指标。绩效指标主要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

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情况、发挥的效益，以及受益群

体满意度等方面。总分设置为 100 分，四个一级指标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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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决策 12 分，过程 28 分，产出 27 分，效益 33 分。

2.指标体系及评分表详见附件 1

3.绩效评价结果的确定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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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

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 100 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

（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

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六）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评价实施阶段、报告撰写阶段。各阶段具体工作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7 月 20 日—8 月 10 日）

（1）组建评价工作组。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由项目

委托方、评价机构及业务专家、财务管理专家等共同组成。

（2）明确评价任务。工作组成立后，评价工作组与委

托方、项目主管部门联系，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对垃圾焚烧

发电厂 2020-2021 年项目运行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明确绩效

评价目标和工作要求。

（3）收集与审核项目资料。评价工作组按照项目相关

方职责分别拟定资料清单、基础资料填报表样，制定评价流

程，下达绩效评价通知书，评价机构及时跟踪项目资料提供

情况，对资料进行认真核实和全面分析，提出修改和补充意

见。

（4）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根据项目特点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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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工作时间安排，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项目概况、

评价对象和内容、评价目标、评价依据、评价方法、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评价工作进度和人员安排等，并完成现

场核查表、调研问卷设计等工作。

2.评价实施阶段（8 月 11 日—8 月 25 日）

（1）现场调研。组织专家赴污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现

场调研，通过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开展情况，查看特许经营

合同、项目过程文件、财务账表、成果文件等，并结合问卷

调查的形式详细了解项目投入、过程管理、实际产出和效果

等内容，核实发现的问题，对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分

类、整理。

（2）相关资料分析处理。评价工作组人员根据收集的

项目运行成本相关资料，进一步开展资料分析和数据处理，

完成项目执行情况和基础数据汇总、问卷调查结果统计、现

场调研情况总结等，为评价提供依据，并制定垃圾处理补贴

的定额标准。

（3）综合评价。评价机构组织专家召开综合评价会议，

评价专家组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及相关佐证材料等，按照评价

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规则对项目进行评价，出具综合评价

意见，形成工作底稿，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

3.绩效评价报告撰写阶段（8 月 25 日—8 月 31 日）

根据综合评价会出具的专家组意见，结合收集的资料和

现场勘查情况等，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内容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形成初稿提交审核。征求委托方、项目单位等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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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经过讨论修改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正式稿。

三、评价结论及指标分析

（一）评价结论

经评价，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绩效评

价综合得分为 89.4 分。其中，决策方面 9.5 分，过程方面

24.51 分，产出方面 26.89 分，效益方面 28.5 分，综合绩效

级别为“良”。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绩效评

价整体得分情况详见表 4。

表 4：薛城区 2020 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决策 12

项目立项 5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

79.17%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1.5
绩效目标明确性 2 1

预算编制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2
小 计 9.5

过程 28

资金管理 14

资金到位率 2 1.26

87.54%

预算执行率 2 2
财务制度健全性 3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7 5.25

业务管理 14 业务制度健全性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11 11
小 计 24.51

产出 27
项目产出 27

实际完成率 10 9.89

99.59%

烟气污染物达标率 3 4
渗沥液处理达标率 3 4
固废处理达标率 3 4
垃圾处理及时性 2 4
成本效益匹配性 6 2
小 计 26.89

效益 33 项目效益 33

经济效益 5 3.5

86.36%
生态效益 10 10
可持续影响 10 10
满意度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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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小 计 28.5
综合得分 100 89.4 89.4%

综合效益级别 良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决策 12 分，实际得分 9.5 分。其中，项目立项 5

分，得分 5 分；绩效目标 4 分，得分 2.5 分；预算编制科学

性 3 分，得分 2 分。

（1）项目立项得分 5 分。①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得分 2

分。该项目依据枣庄市人民政府与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签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的相关

内容申请设立，该项目符合《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的相关要求，符合部门职责和公共财

政支持范围，立项依据充分。②项目立项规范性得分 3 分。

该项目经过前期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

经枣庄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立项实施，项目单位每月根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的补贴单价

和垃圾清运最低保有量申请项目资金，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2）绩效目标得分 2.5 分。①绩效目标合理性得分 1.5

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但绩效目标设置不

够明确，缺少量化，体现不出与资金量的匹配程度。②绩效

目标明确性得分 1 分。项目单位依据年度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了各项指标，但该项目核心指标生态效益指标未设置，且

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不具有可考核性，垃圾转运数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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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资金量不够匹配。

（3）预算编制科学性得分 2 分。该项目申报资金 712.76

万元，根据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的补贴单价和预估的年垃圾

清运量进行编制，但目标中工作任务和申报资金量不够匹

配，申报资金超出目标任务补贴金额，预算编制测算依据不

够充分。

2.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 28 分，实际得分 24.51 分。其中，资金管理

14 分，得分 10.51 分；业务管理 14 分，得分 14 分。

（1）资金管理得分 10.51 分。①资金到位率得分 1.26

分。2020 年核定垃圾处理补贴费为 712.76 万元，实际到位

450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63.13%。②预算执行率得分 2 分。

2020 年垃圾处理补贴费实际到位 450 万元，实际支付至项目

实施单位 450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100%。③财务制度健全性

3 分。项目单位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汇编》，包括《现金管

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会计档案管理制度》《全面

预算管理制度》等内容，但项目主管部门未针对垃圾焚烧发

电补贴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④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

5.25 分。垃圾处理补贴费按照《特许经营协议》要求，每月

由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向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递

交发票和垃圾过磅单据及汇总表，经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

核准后，向区财政局申请补贴资金，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下

达至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然后由薛城区环境卫生服务站

拨付至垃圾焚烧厂，每月补贴费=实际垃圾转运量×垃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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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单价。财务审批流程规范、严谨，财务监管措施有效；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相关条款，垃圾处理补贴费应于次月 15

日前支付完毕，但截至评价基准日仅支付完 2019 年 8 月的

垃圾补贴，补贴资金支付不够及时。

（2）业务管理得分 14 分。①业务制度健全性得分 3 分。

实施单位制定了《事故隐患、安全风险定期排查管理制度》

《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将《生产运行制度》《安全制度》《技

术监督管理标准》等制度、标准汇编成册，业务管理制度健

全，制度保障性较好。②制度执行有效性得分 11 分。项目

单位签订了《委托监测补充协议》《辅工劳务承包合同》《填

埋服务协议》等合同协议，并按照协议对废气、废水、固废、

空气质量进行定期监测，出具报告，对生产区域进行环境卫

生保洁，对飞灰进行固化填埋；垃圾处理量以入厂地磅设备

过磅单为准，地磅设备进行了定期校验；项目单位建立了《危

险废物管理等级台账》《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台账》，对危险废

物的入库、出库情况进行严格管理；项目单位对生产中的安

全隐患进行自查，并建立了《隐患自查台账》，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了限期整改，建立了《隐患排查整治台账》；项目单

位组织了应急预案演练，以及安全生产培训等活动。综上，

各项制度执行较规范。

3.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 27 分，实际得分 26.89 分。其中，实际完成

率 10 分，得分 9.89 分；烟气污染物达标率 3 分，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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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沥液处理达标率 3 分，得分 3 分；固废处理达标率 3 分，

得分 3 分；垃圾处理及时性 2 分，得分 2 分；成本效益匹配

性 6 分，得分 6 分。

（1）实际完成率得分 9.89 分。2020 年薛城区实际垃圾

转运数为 346 吨/日，未达到 350 吨/日的年度目标值。实际

完成率为 98.86%。

（2）烟气污染物达标率、渗沥液处理达标率、固废处

理达标率得分 9 分。通过现场查看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

烟气、渗沥液、固废检测结果均达到国家标准。垃圾焚烧发

电厂安装了废水、废气实时监控系统，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

标准。

（3）垃圾处理及时性得分 2 分。经访谈，垃圾进场后

需进行 3-5 天的发酵，垃圾经发酵后进行焚烧处理，任务完

成及时。

（4）成本效益匹配性得分 6 分。评价机构根据项目历

史成本结构制定了垃圾处理费定额标准，并进行了对比，实

际成本与定额标准结构基本一致，另外补贴资金根据垃圾清

运量据实核算，避免了由于清运量低于最低保有量导致的财

政资金浪费，项目成本与效益实现程度匹配性较好。

4.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项目效益 33 分，实际得分 28.5 分。其中，经济效益 5

分，得分 3.5 分；生态效益 10 分，得分 10 分；可持续影响

10 分，得分 10 分，满意度 8 分，得分 5 分。

（1）经济效益得分 3.5 分。①单位垃圾焚烧发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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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30 度，达到垃圾焚烧行业清洁生产Ⅱ级标准。②目前，

垃圾焚烧发电厂尚未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280 度

以内上网电价执行电价 0.4949 元/度，未达到 0.65 元/吨的

电价标准，项目经济效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③经访谈垃圾

热级负荷仅达到 85%左右，发电能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2）生态效益得分 10 分。①目前薛城区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以上，垃圾收集范围已辐射至村级，村级

卫生条件改善明显；②通过垃圾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实现了

减量化，经了解目前项目单位飞灰产生量占垃圾焚烧量的比

例为 2.5%，固废产生量占垃圾焚烧量的比例为 20%。③通过

垃圾的焚烧处理，减少了垃圾直接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对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起到明显作用，群众满意度较高。

（3）可持续影响得分 10 分。①经访谈，垃圾焚烧发电

厂生产能力为1600-1800吨/日，目前垃圾每日清运量为1200

吨左右，垃圾不足部分通过垃圾填埋场、工业垃圾和接纳周

边其他区县垃圾补充，垃圾填埋场垃圾经估算能保证 2.5 年

的焚烧量。另外通过垃圾增长量趋势分析，特许权范围内年

度垃圾增长率在 10%左右，基本满足后期垃圾焚烧发电厂的

生产能力，解决垃圾焚烧发电厂“吃不饱”情况。②项目的

实施可持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

平，项目具有持续影响。

（4）满意度得分 5 分。发放问卷 30 份，实际收回 28

份，满意度 85%。

（三）项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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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消除了垃圾中的大

量的有害物质，垃圾体积减少 90%以上，重量减轻 80%以上，

达到无害化、减量化的目的，提升了城镇环境质量和城市综

合素质，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提高了城镇居民生活质

量，为薛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奠定良好基础。

垃圾焚烧后飞灰经固化填埋，有效地减少了垃圾直接填

埋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延长了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后产生的热能转化成电力，炉渣作为生产

原料再利用，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促进了城镇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四、全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一）项目资金支出内容及支出标准

该项目预算资金用于支付 2020 年度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费用，按照枣庄市人民政府与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签

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关于补贴费

用的相关规定，薛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补贴按 49 元/吨支付。

（二）项目历史生产成本

1.历史成本结构情况。因 2020 年前垃圾焚烧生产工艺

为流化床工艺，与改扩建后炉排式生产工艺完全不同，生产

成本不具有可比性，本次评价生产成本定额标准仅参考 2020

年改扩建后的历史成本。历史成本构成见表 5、表 6。

表 5:2020 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生产成本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费用

名称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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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名称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工资及

福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4.18 5.68 63.10

直接材

料费
4.11 5.55 5.73 4.77 6.97 5.29 4.07 10.75 35.23 34.73 122.26 128.64

固定资

产折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0 0.70 0.69

无形资

产摊销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6.90 95.34 244.13 234.40

修理费 3.39 1.36 4.24 5.47 3.36 5.33 8.12 0.00 0.00 0.00 0.00 3.00

修缮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检验检

测费
0.00 0.00 0.00 11.04 0.00 0.00 1.42 0.00 0.00 0.00 0.00 0.37

废物处

置费
0.00 2.37 0.00 2.50 1.99 0.00 3.13 0.00 2.43 8.92 19.31 47.68

财产保

险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88

清洁劳

务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6.22

填埋场

营运费
105.56 93.00 103.20 91.41 111.06 107.31 2491.65 311.97 271.60 92.31 46.20 45.57

其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55 0.08

生产成

本合计
119.96 109.17 120.07 122.07 130.27 124.81 2515.28 329.61 316.15 266.19 445.83 577.64

表 6:2021 年 1-6 月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生产成本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费用名称 1月 2 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工资及福利 54.55 78.69 84.37 59.06 75.04 79.28

直接材料费 165.95 91.25 108.58 124.69 102.07 109.07

固定资产折旧 0.79 0.79 0.79 0.79 0.79 0.60

无形资产摊销 234.39 234.25 234.37 234.37 234.37 234.37

修理费 11.86 7.20 12.86 15.39 97.11 21.62

修缮费 0.00 0.00 0.00 0.00 0.0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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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名称 1月 2 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检验检测费 0.00 0.00 0.11 60.86 14.25 18.37

废物处置费 37.86 777.56 204.05 269.51 196.89 240.39

财产保险费 0.00 0.00 0.00 0.00 -12.27 0.00

清洁劳务费 8.74 11.50 11.50 14.26 14.26 11.50

填埋场营运费 54.32 31.75 46.87 7.37 9.29 32.52

其他 1.85 0.00 0.00 5.66 3.62 2.61

生产成本合计 570.31 1232.99 703.49 791.95 735.42 755.73

因 2020 年 1 至 9 月为项目改扩建期间，垃圾焚烧发电

厂处于停产状态，成本结构存在缺项，不具有可参考性（详

见表 5）。2020 年 10 月项目逐渐进入试运行阶段，1#机组、

2#机组分别于 10 月、11 月并网发电成功，但设备均未达到

全负荷运转状态。为保证历史数据的准确性、可比性、可靠

性，评价机构除了对 2020 年全年的生产成本进行了数据采

集，2021 年 1 至 6 月份的生产成本也进行了收集，通过分析

较长一段时期的历史成本，找出项目成本结构规律。

通过两个年度的生产成本的采集，生产成本大致可分为

直接材料费、维修费用、直接人工费、废物处理费、检测检

验费、管理费、折旧摊销费等。经评价机构认真梳理，上述

各项支出均属于生产活动的成本，无不合理支出。

2.单位平均生产成本情况。评价机构对两个年度的单位

平均成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对比情况见表 7。

表 7：2020 年与 2021 年单位平均生产成本对比表

费用名称 2020 年 10-12 月金额（元/吨） 2021 年 1-6 月金额（元/吨）

直接人工费 7.65 12.12

直接材料费 21.22 19.72

折旧和摊销 42.79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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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名称 2020 年 10-12 月金额（元/吨） 2021 年 1-6 月金额（元/吨）

维修费用 0.22 4.82

检验检测费 0.03 2.63

废物处置费 7.59 50.55

管理费 16.32 5.16

单位生产成本 95.82 134.66

对比发现 2020 年 10-12 月平均单位生产成本结构较

2021 年平均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较大，为确保生产成本结构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规律性，评价认为，该项目历史成本分析

仅参考 2021 年 1-6 月生产成本，以下分析内容所指历史成

本均取 2021 年 1-6 月生产成本数据。

（三）收益与成本核算分析

1.收益分析

垃圾焚烧发电厂收益主要包括售电收益、垃圾补贴费。

（1）售电收益：售电收益=上网电量*电价，上网电量=

发电量*(1-厂用电率-线损)。据了解，日处理垃圾 1000t 以

上焚烧电厂，“厂用电率+线损”约 13%。该垃圾焚烧电厂处

理能力为 1600-1800 吨/日，每吨垃圾发电量为 280-310 度

左右，折算上网电量在平均在 295 度左右，根据《关于完善

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

中关于“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

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

算上网电量暂定为 280 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

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

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的相关规定，计算得出每吨垃

圾售电收益为垃圾焚烧电厂的 188.75 元。

（2）垃圾补贴费：目前垃圾处理费为 49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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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核算分析

生产成本包括直接人工费、直接材料费、维修费用、废

物处理费、检测检验费、管理费、折旧摊销费等。

（1）直接人工费：包含生产人员工资、福利、社会保

险等费用。年人均工资及福利费（含社保、公积金 30%计算）

按照 10 万元估算，该垃圾处理发电厂劳动定员 77 人，共计

全年直接人工费 770 万元，年处理生活垃圾约 66 万吨，单

位垃圾直接人工费 11.67 元。

（2）直接材料费：包括燃料、环保材料、水处理材料、

排污费等。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等的用量受生活垃

圾的性质，包括生活垃圾的热值、组成成分及外形尺寸等诸

多因素影响，且市场价格变动较大，评价机构根据历史成本

计算，平均外购材料费 19.72 元/吨，排污费按 1.4 元/吨计

算，上述费用合计 21.12 元/吨。

（3）维修费用：包括设备设施的大修、年修及日常维

护等，年度维修费用按生产设备原值的 2%估算，目前垃圾焚

烧发电厂在用的生产设备原值为 37229.72 万元，年度维修

费用按 2%的比例计算为 744.59 万元，年垃圾处理量约 66 万

吨，单位维修费用为 11.28 元/吨。

（4）废物处理费：包括飞灰稳定化物填埋、填埋场运

营费、垃圾暂存仓储费等费用。经访谈，飞灰稳定化物填埋

费为 1200 元/吨，飞灰稳定化物占垃圾总量的比例为

2.5%-3%；垃圾暂存仓储费 49 元/吨；填埋场运营费 25 元/

吨，因正常生产后垃圾暂存仓储费和填埋场运营费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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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故此处仅对飞灰稳定化物填埋费用进行了估算，66 万吨

*2.5%*1200 元/吨*10000=1980 万元，得出单位废物处理费

为 33 元/吨。

（5）其他费用：包括检测检验费、管理费、折旧摊销

费等，折旧摊销费根据垃圾发电厂历史数据得出，单位折旧

摊销费为 39.65 元/吨，检测检验费、管理费根据合同约定

价格计算得出 7.8 元/吨。

综上合计，单位垃圾生产成本定额为 124.52 元。

（四）垃圾处理补贴定额

在生产成本定额的基础上加上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合

理利润和税金等，扣除售电收入，得出财政应补贴资金标准，

最终确定该项目定额标准。具体垃圾处理补贴定额见表 8。

表 8：垃圾处理补贴综合定额表

各项指标
定额标准

（元/吨）
备注

单位垃圾生产成本定额标准 124.52
该定额为项目全周期的平均成本估

算

单位垃圾管理费用历史平均值 26.89 参考垃圾发电厂历史平均值

单位垃圾财务费用历史平均值 41.35
参考垃圾发电厂贷款额和贷款利率

历史平均值

单位垃圾税金历史平均值 4.00 参考垃圾发电厂历史平均值

单位垃圾平均净利润 33.98
参考行业历史全生命周期的净利润

率平均值 18%

单位垃圾售电收入定额标准 188.75 按照国补电价综合计算

单位垃圾补贴定额标准 41.99

公式=单位生产成本+单位管理、财务

费用+单位税金+合理利润-单位售电

收入

（五）定额分析

1.成本构成占比情况。评价机构对各分项成分占比情况

进行了梳理分析并进行了对比，对比情况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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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单位成本定额（应然）与单位历史成本（实然）对比表

费用名称
单位成本定额（应然） 单位历史成本（实然）

差异率 差异原因
金额（元/吨） 占比 金额（元/吨） 占比

直接人工费 11.67 9.37% 12.12 9.00% 0.37% 基本一致

直接材料费 21.12 16.96% 19.72 14.65% 2.31% 基本一致

维修费用 11.28 9.06% 4.82 3.58% 5.48%

因新上设备，维修费

较整个项目期平均

费用偏低

废物处置费 33 26.50% 53.65 39.84% -13.34%

尚有部分垃圾存至

垃圾填埋场，增加了

填埋场营运费用

其他费用

（检验检测

费、管理费、

折旧和摊

销）

47.45 38.11% 44.35 32.93% 5.18%

检测费受检测次数

和检测项目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

单位生产成

本合计
124.52 100.00% 134.66 100.00%

该定额标准综合考虑项目全周期的各项成本支出情况

编制，项目在实际运营中会受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和自身

生产工艺、技术等因素影响而变动，该定额仅作为目前政府

决策的参考依据。

2.经营现状分析。评价机构对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了统计，详细情况见表 10。

表 10:2020 年 10 月-2021 年 6 月项目运营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月份
各项指标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6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垃圾处理补贴费
收入

121.93 139.44 170.06 187.18 205.19 244.42 307.24 234.33 237.94

售电收入 222.76 704.54 669.17 770.96 802.88 790.69 733.23 602.61 812.56

其他业务收入 186.15 27.99 3.25 16.51 3.02 3.79 4.71 9.70 13.25

营业成本 266.19 445.83 577.64 570.31 1232.99 703.49 791.95 735.42 7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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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各项指标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6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税金及附加 0.00 8.69 29.38 24.14 24.18 24.69 23.23 22.57 23.98

管理费用 11.26 79.78 157.00 147.65 167.40 154.34 176.35 147.06 163.65

财务费用 0.00 167.24 260.95 213.25 245.12 268.54 245.70 248.19 250.16

净利润 258.13 173.97 -160.60 22.97 -643.95 -108.50 -189.07 -311.60 -126.25

利润率 0.49 0.20 -0.19 0.02 -0.64 -0.10 -0.18 -0.37 -0.12

垃圾焚烧处理量
（吨）

32943.84 37435.42 64213.52 57900.15 59233.18 68508.79 56782.92 49994.05 63289.86

垃圾焚烧上网电
量（万度）

508.62 971.88 1527.904 1760.332 1833.216 1886.584 1797.488 1398.712 1849.4

单位垃圾成本
（元/吨）

84.22 187.40 159.62 165.00 281.88 168.02 217.89 230.67 188.58

单位垃圾上网电
量（度/吨）

154.39 259.62 237.94 304.03 309.49 275.38 316.55 279.78 292.21

单位垃圾售电收
入（元/吨）

67.62 188.20 104.21 133.15 135.55 115.41 129.13 120.54 128.39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0 年 10-12 月试生产期间单位垃圾

上网电量不够稳定，自 2021 年 1 月以后发电量逐渐趋于稳

定，单位垃圾上网电量最高达到 316.55 度/吨，但与全国平

均水平 363.09 度/吨相比差距明显，评价机构根据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6 月项目运营情况，分年度求出各项指标的月

度平均值，详见表 11。

表 11：2020 年 10 月-2021 年 6 月项目运营情况月度平均值

单位：万元

各项指标 2020 年 10-12 月平均值 2021 年 1-6 月平均值

垃圾处理补贴费收入 143.81 236.05

售电收入 532.16 752.16

其他业务收入 72.46 8.50

营业成本 429.89 798.32

税金及附加 12.69 23.80

管理费用 82.68 159.41

财务费用 142.73 245.16

净利润 90.50 -226.07

利润率 16.5%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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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 2020 年 10-12 月平均值 2021 年 1-6 月平均值

垃圾焚烧处理量（吨） 44864.26 59284.83

垃圾焚烧上网电量（万度） 1002.80 1754.29

单位垃圾成本（元/吨） 143.75 208.67

单位垃圾上网电量（度/吨） 217.32 296.24

单位垃圾售电收入（元/吨） 120.01 127.03

从上表可以看出，2021 年 1-6 月平均利润率为负数，企

业处于亏损状态。分析原因，一是垃圾上网电量未享受国补

电价。垃圾焚烧发电厂收入来源主要为售电收入和垃圾焚烧

处理补贴，但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尚未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

补贴清单，280 度以内的上网电量无法享受 0.65 元/吨的国

补电价，平均上网电价仅为 0.4845 元/吨，售电收入大约减

少 25%。二是目前垃圾焚烧日均处理能力为 1600-1900 吨，

已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但垃圾热级负荷仅达到 85%左右，单

位垃圾发电量仅为 280-340 度，单位垃圾发电量尚有较大提

升空间，主要原因为垃圾含水率较高，平均含水率达到

25%-30%，垃圾热值不高。

建议：一是源头上提高垃圾分类，将干湿垃圾分离，增

加垃圾热值，提高整体发电能力；二是积极与上级部门协调，

争取各类电价补贴，提高收益；三是充分利用发电厂蒸汽资

源，积极开拓市场，开发余热供暖业务，增加企业收益。

3.垃圾焚烧处理量趋势分析。经统计，2018-2020 年薛

城区三年的日均垃圾处理量均未达到最低保有量 350 吨/日

水平，其中 2018 年为 314.35 吨/日，2019 年为 338.08 吨/

日，2020 年为 346.01 吨/日，垃圾焚烧量不足，但从三年的

数据来看，垃圾焚烧量整体处于增长趋势，环比增长率为 5%。

2018-2020 年薛城区垃圾处理量详细情况及垃圾焚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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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见图、表 12。

表 12：2018-2020 年薛城区垃圾处理量统计表

年份 垃圾总量（吨） 日均垃圾处理量（吨/日）

2018 年 114,736.57 314.35

2019 年 123,398.67 338.08

2020 年 126,640.03 346.01

薛城区 2018-2020 年垃圾焚烧量增长趋势图

经主管部门统计，2020 年薛城区全区人口 23.15 万人，

全区垃圾总量 12.66 万吨，其中城区垃圾为 7.12 万吨，乡

镇垃圾为 5.54 万吨。目前垃圾清运范围已覆盖至村级，垃

圾焚烧量达到全区垃圾总量的 100%，综合城镇居民人口增长

率和垃圾增长率，预计 2021 年日均垃圾处理量应能达到焚

烧垃圾最低保有量水平。

五、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绩效指标不够合理

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描述不够明确，缺少量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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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年度目标与预算资金的匹配程度；绩效指标中效益指标

设置为定性指标，不具有可考核性，且该项目的核心指标“生

态效益”指标未设置。

（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项目资金拨付不规范

一是项目主管部门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在项

目资金管理上缺少专门的制度保障，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二是在项目资金拨付过程中，未按照月度申请额进行拨

付，存在一定调整，拨付资金不能与垃圾处理补贴结算单相

对应，且未提供资金拨付调整手续；三是项目资金结算不及

时，截至评价基准日，垃圾处理补贴仅拨付至 2019 年 8 月，

不符合《特许经营协议》中“垃圾处理补贴费应于次月 15

日前支付完毕”的相关规定。

（三） 预算编制不精确，预算金额与工作任务不匹配

主要体现在预算编制准确性不够，该项目申报资金

712.76 万元，评价机构根据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的补贴单价

和目标垃圾焚烧量计算得出 2020 年垃圾处理补贴费应为

627.69 万元，申报资金远远超出目标垃圾焚烧量应补贴的金

额，目标中工作任务和申报资金量不够匹配，预算编制不够

精准。

（四）生活垃圾未进行“前端”分类，焚烧发电能力有

待提升

目前垃圾焚烧日均处理能力为 1600-1900 吨，达到设计

生产能力，但垃圾热级负荷仅达到 85%左右，单位垃圾发电

量仅为 280-340 度，与全国平均水平 363.09 度/吨相比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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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主要原因为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开展不到位，干湿垃圾

未进行分类，垃圾中含水率较高，平均达到 25%-30%，垃圾

热值不高，不仅影响发电水平，而且还会增加设备维修成本

和材料成本。

（五）主要产出指标未达预期，垃圾最低保有量偏离实

际

薛城区 2018-2020 年的日均垃圾处理量均未达到最低保

有量 350 吨/日水平，其中 2018 年为 314.35 吨/日，2019 年

为 338.08 吨/日，2020 年为 346.01 吨/日，均未完成年度绩

效目标，垃圾最低保有量预估偏离实际。

六、意见建议

（一）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完善项目绩效目标

一是建议项目主管部门根据年度工作计划以及薛城区

垃圾产生量历史数据设置项目绩效目标，并细化分解成各项

指标，形成科学完整系统的绩效目标体系。二是认真组织开

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工作。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适时开展

绩效监控，对项目目标的完成情况和预算资金的执行情况实

行“双监控”，确保项目执行过程无偏差；项目完成后，对

照绩效目标申报表及时评价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总结项目

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并将自评结果作为编制预算、完

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应用到下一年度的预算管理

中。

（二）合理测算垃圾保有量，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建议项目主管部门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一步对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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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垃圾焚烧保有量进行论证，合理测算年度垃圾焚烧量，提

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确保绩效目标和预算资金量相匹配。

（三）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核算程序

建议项目主管部门针对垃圾处理补贴制定《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明确专项资金的计划、控制、监督和考核等管理

程序，为资金的规范安全使用和项目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四）多措并举实施垃圾“前端”分类，提升垃圾焚烧

发电能力

经主管部门统计，薛城区全区人口 23.15 人，人均日产

垃圾达 1.5 公斤，远远超出全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 1.0-1.2

公斤的标准量，实施垃圾“前端”分类势在必行。建议：一

是加大宣传，形成社会共识。项目主管部门加强垃圾分类引

导和宣传，营造“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垃圾分类人人参与”

的良好舆论环境，培养城镇居民的良好生活习惯。二是加强

管理，构建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体系。主管部门积极构建垃圾

分类处理的组织架构、运行管理和政策法规体系，明确“源

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及全过

程监管”各环节的工作内容和部门职责，积极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的开展。三是积极探索建立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在宣传

动员、收集、运输等垃圾分类前端环节引进社会企业，引导

企业参与建立垃圾分类长效运行机制，促进社会力量成为垃

圾分类工作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四是借鉴广州、上海等一线

城市垃圾处理经验，逐步建立薛城特色的垃圾分类管理体

系，从源头上实现垃圾的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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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协调拓展业务，扭转企业亏损局面

一是积极与上级部门协调，争取国家各类电价补贴，提

高收益；二是充分利用发电厂蒸汽资源，积极开拓市场，开

发余热供暖业务，增加企业收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评价报告编制基于已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评价机

构分析数据均由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其他相关

单位提供数据较少，评价报告中的分析预测均基于已收集到

的相关数据。因多数社会调查通过访谈完成，评价方取得的

印证资料有可能对评价结论产生一定偏差。

（二）截至评价日，薛城区 2020 年垃圾处理补贴费已

全部拨付到位。

（三）定额标准仅作为目前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该定

额标准综合考虑项目当前的各项成本支出情况编制，项目在

实际运营中会受国家、省、市相关环保政策和自身生产工艺、

技术等因素影响而变动，该定额仅作为目前政府决策的参考

依据。

附件：1.薛城区2020年中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2.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0-2021年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统计表

3.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0-2021年运营情况一览表

4.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0-2021年药剂使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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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设备（仪器仪表）运行状况表

6.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2020年1-9月垃圾填埋费用明

细表

7.薛城区2020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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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项目单位：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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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财政预算支出管

理，强化财政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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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薛城区委 薛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薛发〔2020〕11 号)文件要求，薛城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委

托方”）委托北京三维众智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评价机构”）对薛城区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行

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深

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际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

〔2020〕28 号）、《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

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枣政办字

〔2020〕18 号）精神，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印

发薛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薛政办字

〔2020〕6 号），文件要求对薛城区范围内老旧小区进行全

面改造，重点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优化小区环境面貌，提升

老旧小区居民生活环境。

（二）项目预算

薛城区 2020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22000

万元，其中薛城区财政局批复 6500 万元，项目具体资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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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详见表 1。
表 1：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及来源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中央补助资金 5694.12

省级补助资金 6101.16

区财政发行债券 6500

专营单位出资 3659

社会资本出资 45.72

合计 22000

（三）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实施内容为：对薛城区下属临城街道、常庄街道、

巨山街道辖区的凤凰山庄东西区、燕山小区等 20 处老旧住

宅片区实施综合整治改造，完善老旧小区硬件配套设施、优

化小区环境面貌，建立党建引领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

升老旧小区改造后的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主要改造内容为：屋面防水铺设、修缮落水管、内外墙

粉刷、小区道路修整、下水道清淤、化粪池清掏、完善车人

行交通设施、安防设施、消防设施、配备环卫设施、修缮楼

梯扶手、绿化补植，以及供水、供电、供暖管网维修养护等。

（改造小区基本情况详见表 2，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量统

计详见附件 2）

表 2：改造小区基本情况明细表

序

号
小区名称

小区建

成年份

建筑面积

（㎡）

改造户数

（户）

改造楼

栋（个）

1 古井小区 1994 10240 128 4

2 清泉小区（南 6片区） 1995 38200 48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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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泉小区（北 5片区） 1995 144800 987 52

4 燕山小区（9单位宿舍） 1995 144300 1194 33

5 凤城小区（含煤气公司宿舍） 1995 30100 276 8

6 凤城社区（8片区） 1998 28246 341 17

7 北二社区（3片区） 1995 36800 370 10

8 商住城小区 1993 7800 81 4

9 北一社区（4片区） 1993 21700 248 11

10 蟠龙社区（5片区） 1990 89210 1310 39

11 南四湖宿舍 1984 13000 100 5

12 福泉小区 1986 285000 2056 55

13 沙河社区（7片区） 1985 28740 337 16

14 前苑小区 1998 45000 460 12

15 江南小区（含农机局宿舍） 1998 57500 538 15

16 永兴小区 1997 18000 110 4

17 泰鑫小区 2000 33000 290 11

18 八中宿舍 1997 24000 216 7

19 凤凰山庄东区 2005 99100 516 35

20 凤凰山庄西区 2005 181000 1300 50

合 计 1335736 11345 409

（四）项目组织管理

为确保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薛城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0 年 5 月份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薛城

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成立了以分管副区

长为组长，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及职能部门为副组长的“薛城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区住建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的成立，有力的推

进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保驾护航的决定

性作用。

薛城区住建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管

理施工、设计、监理的招投标及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验

收、协调等相关工作。薛城区物业服务中心组织实施项目推

进，于 2019 年 12 月份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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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份完成项目立项审核批复，6月份完成工程量清单测

算评审，8 月份完成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招标等工作。薛

城区晟鸿集团负责具体实施全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及施工

现场管理工作。

项目资金拨付流程为：住建局向上级申请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补助资金，对审批下达的国家和省、市老旧小区改造补

贴资金，由区财政局全额拨付到区住建局，区住建局按施工

进度，分期拨付给施工企业。其他应由薛城区财政局承担的

改造资金，由晟鸿集团通过发行项目专项债等方式筹集资金

先行垫付，待改造项目施工完成后，进行统一核算。水、电、

暖、燃气、移动、联通、电信、中广有线等专营单位，根据

各自产权范围结合薛城区年度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要求，积极

配合改造工作，承担改造费用，落实改造任务。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目标

2021年至 2025年，用 5年时间完成城区范围内 146个

老旧住宅小区（2005年 12月 31日前建成）改造任务，改造

涉及建筑面积 282万平方米。

（二）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燕山小区等 20 个老旧住宅片区改造任务，改造小

区建筑面积 138万平方米，改造涉及户数 11340户，改造涉

及楼栋数 400个，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生活环境。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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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目的

依据《关于印发薛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的

通知（薛政办字〔2020〕6号）文件要求，对改造资金的使

用情况和改造项目的执行情况、项目绩效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检查财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制度规定，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

准和评价方法，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

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

一步加强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为后续年度预算资金安排提供参考和依据。

2.评价依据

按照科学规范、绩效相关、政策相符、依据充分、独立

评价等原则，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及项目单位提交的有关资

料，评价机构对该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具体评价依据

如下：

（1）财政部发布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号）；

（2）《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鲁发〔2019〕2号）；

（3）《中共薛城区委 薛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薛发〔2020〕11号)；

（4）《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深入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枣政办字〔202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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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薛

政办字〔2020〕6号）；

（6）《关于对薛城区 2020年度老旧小区改造的审核意

见》（薛住建发〔2020〕4号）；

（7）《关于对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薛住建房发〔2020〕13号）；

（8）《关于申请 2020 年中央 省 市补助支持老旧住宅

小区改造计划的请示》（薛住建发〔2019〕19号）；

（9）其他相关佐证资料。

（二）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

薛城区 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评价资金范围

薛城区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资金 22000 万

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5694.12万元，省级补助资金 6101.16

万元，区财政局拨款 6500万元，专营单位出资 3659万元，

社会资本出资 45.72万元，本次重点针对区级财政资金 6500

万元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评价。

（三）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案卷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专家评价法、社会调查法等绩效评价

方法，采取全面评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与非现场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评价工作组首先与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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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及对应科室对接项目资料，了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

场施工情况、资金拨付流程及后期监督管理情况，然后通过

现场收集查看资料，与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晟鸿集团相

关项目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访谈，充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题，以及项目发挥的作用和效

益。最后评价机构深入老旧小区现场，核对项目目标完成情

况并向居民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在现场评价的基础上对未

到达现场的已改造小区进行非现场评价，对项目的总体执行

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总体评价，据此形成项目评价报

告，出具综合评价意见。

（四）评价指标体系

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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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东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

规程>和<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

作规程>的通知》（鲁财绩〔2020〕4号）设定，评价指标包

括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 4个一级指标，下设二级、三级、

四级指标。绩效指标主要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

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情况、发挥的效益，以及受

益群体满意度等方面。总分设置为 100分，四个一级指标权

重分别为决策 10分，过程 30分，产出 30分，效益 30分。

项目决策和项目过程主要采用共性指标，结合项目具体

内容，细化评分要点和评分依据。

其中，产出数量为“改造项目实际完成率”，主要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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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期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产出质量为“工程验收合格率”

完成情况；产出时效主要考核“改造工程完成时间”指标完

成情况。

项目效益主要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

度三个方面考核。根据项目实施内容，该项目社会效益为“改

造小区前后的面貌变化是否明显”、“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

及后续维护管理是否到位”，服务对象满意度为“受益居民

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评价实施阶段、报告撰写阶段。各阶段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8月 3日—8月 12日）

（1）组建评价工作组。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由项目

委托方、评价机构及业务专家、财务管理专家等共同组成。

专家从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分值评定到绩效评价报告编制全

过程参与。

（2）明确评价任务。工作组成立后，评价工作组与委

托方、项目主管部门联系，了解项目基本情况，明确绩效评

价目标和工作要求。

（3）收集与审核项目资料。评价工作组召开评价工作

启动会，拟定资料清单，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资料收集工

作，及时跟踪了解项目资料提供情况，对资料进行认真核实

和全面分析，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

（4）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根据项目特点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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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工作时间安排，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项目概况、

评价对象和内容、评价目标、评价依据、评价方法、评价指

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评价工作进度和人员安排等，并完成现

场核查表、调研问卷设计等工作。

2.评价实施阶段(8月 13日—8月 20日）

（1）现场调研。组织专家赴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

单位进行现场调研，查看过程文件、财务账表、成果文件等，

并结合问卷调查的形式详细了解项目投入、过程管理、实际

产出和效果等内容，核实发现的问题，对所掌握的有关信息

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2）相关资料分析处理。评价工作组人员根据收集的

相关资料，进一步进行资料分析和数据处理，完成项目执行

情况和基础数据汇总、问卷调查结果统计、现场调研情况总

结等，为评价提供依据。

（3）综合评价。评价机构组织专家召开综合评价会议，

评价专家组听取项目单位有关人员对项目情况介绍，根据现

场调研情况、绩效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等，按照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和评价规则对项目进行评价，出具综合评价意见。

3.绩效评价报告撰写阶段（8月 21日—8月 31日）

根据综合评价会出具的专家组意见，结合收集的资料和

现场勘查情况等，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征求委托方、项

目单位等相关方意见，经过讨论修改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正式

稿。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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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价，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

综合评价得分为 91.47分。其中，决策方面 9分，过程方面

25.47 分，产出方面 27 分，效益方面 30 分，综合绩效级别

为“优”。薛城区 2020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整体

得分情况详见表 4。
表 4：薛城区 2020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

得分
得分率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名称

分值

（分）

决策 10

项目立项 3
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

90%

立项程序规范性 1 1

绩效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绩效目标明确性 2 1

资金投入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2

预算资金分配合理

性
1 1

9

过程 30

资金管理 18

资金到位率 6 6

84.9%

预算执行率 6 5.66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2.31

组织实施 12
管理制度健全性 6 6

制度执行有效性 6 5.5

25.47

产出 30

产出数量 8 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8 8

90%

产出质量 6 指标任务达标情况 6 5

产出时效 8 指标完成及时性 8 6

产出成本 8 成本效益匹配性 8 8

27

效益
30 项目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 10

100%10 可持续影响 10 10

10 满意度 10 10

30

综合得分 91.47

综合效益级别 优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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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决策情况分析

项目决策 10分，实际得分 9分。其中，项目立项 3分，

得分 3分；绩效目标 4分，得分 3分；资金投入 3分，得分

3分。

1.项目立项总分 3分，得分 3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得分 2 分。该项目依据《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

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28号）、《枣庄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枣庄市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

方案的通知》（枣政办字〔2020〕18号）申请设立，并根据

上级文件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薛城区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

施方案的通知》（薛政办字〔2020〕6号），项目立项依据充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得分 1 分。该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经区住建局、发改委、财政局三部门批复，并出具了《关

于申请 2020 年中央 省 市补助支持老旧住宅小区改造计划

的请示》的批复文件。2020年 3月区住建局、发改局、财政

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五部门联合下达了《关

于薛城区燕山小区等 20 个老旧住宅片区实施改造的审核意

见》和《关于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批准同意该项目实施。项目通过前期征求居民意见、摸底调

查、方案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2.绩效目标总分 4分，得分 3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得分 2 分。绩效目标设置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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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内容高度相关，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一致。

（2）绩效目标明确性得分 1 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准

确，“改造老旧小区个数”指标设置为 20个，经查阅资料，

2020年计划实施改造 20个生活片区，具体为 56个小区。绩

效指标设置不够清晰，可量化指标较少，如缺少细化的成本

指标、工程量、及质量标准等指标，效益指标设置均为定性

指标，可衡量性不高。

3.资金投入总分 3分，得分 3分

该项目预算根据批复后的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投资估算

额进行编制，项目测算依据较充分；预算资金的分配额度根

据各小区改造工程量及工程单价进行分配，资金分配比较合

理。

综上，评价认为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审批

文件、材料均符合绩效评价相关要求，但是绩效目标设置不

明确，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析

项目过程 30 分，实际得分 25.47 分。其中，资金管理

18分，得分 13.97分；组织实施 12分，得分 11.5分。

1.资金管理总分 18分，得分 13.97分

（1）资金到位率得分 6 分。该项目财政预算资金

18295.28 万元，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到账，其中中

央资金 9983.06万元，省级资金 1812.22万元，区级资金 6500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预算执行率得分 5.66分。项目财政实际到位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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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5.28万元，实际支付至项目单位资金 17265万元，其中

拨付至枣庄市薛城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16890万元，拨付至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60万元，拨付至枣庄市薛国设

计有限公司 200 万元，拨付至衡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5 万

元，项目财政预算执行率为 94.37%。

（3）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 2.31分。部分项目资金未开

具发票，仅依据项目单位开具的收据拨付资金，资金拨付不

符合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截至项目评价日该项目审计方未出

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资金拨付根据中标金额的比例进行拨

付，目前资金拨付进度已达到施工合同金额 17807 万元的

94.85%，资金拨付超过 50%的部分依据不充分，未提供资金

拨付申请及批复资料，不符合“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计完成

后 20日内付至结算审定值的 97%”的规定。

2.组织实施总分 12分，得分 11.5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得分 6 分。薛城区住建局制定了

《薛城区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成本（预算）控制制度》、《项目审计管理办法》，财务管

理制度健全。

（2）制度执行有效性得分 5.5分。薛城区住建局及上级

监管部门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督导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和

物业管理施工进度和安全生产工作，严格履行监管职责，但

是施工单位未提供施工日志，缺少施工记录文件。

综上，评价认为，该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不足，资金拨

付超过 50%的部分依据不充分，未提供资金拨付申请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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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资金拨付流程管理待加强。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 30分，实际得分 27分，其中产出数量 8分，

得分 8分；产出质量 6分，得分 5分；项目完成时效 8分，

得分 6分；项目产出成本 8分，得分 8分。

1.产出数量总分 8分，得分 8分

项目计划改造老旧住宅片区 20个，现场完成改造 20个，

实际完成率 100%。

2.产出质量总分 6分，得分 5分

对于该项目，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工程竣

工验收报告，验收结论为“符合要求”，质量达标率 100%。

关于弱电网线问题，由于协调原因暂时无法彻底整改，目前

仅进行简单捆扎，未达到项目施工方案关于管线迁改入地敷

设的要求。

3.完成时效总分 8分，得分 6分

合同约定该项目竣工日期为 2020年 11月 3日，现场查

看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凤凰山庄标段竣工验收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燕山片区标段竣工验收日期为 12 月 2 日。

两个施工标段均未按照合同约定日期完成，均延时 30 日以

内。

4.产出成本总分 8分，得分 8分

通过抽查小区实地查看，评价认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

成较好，成本效益匹配性较高。改造小区建筑外墙已全部粉

刷；新建居民休闲娱乐广场；小区新建微型消防站，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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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均放置灭火器；新增机动车停车位；小区道路重新修

缮；因地制宜种植绿化，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

综上，评价认为，该项目未按照施工合同按时完成，两

个施工标段均延时 30 天以内。项目投入的成本与效益实现

程度的匹配性完成较好，但是由于协调原因暂时无法完成弱

电整改问题。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析

项目效益 30 分，实际得分 30 分。其中，社会效益 10

分，得分 10 分；可持续影响 10 分，得分 10 分；满意度 10

分，得分 10 分。

1.社会效益总分 10 分，得分 10 分

通过现场查看，抽查的 6 个小区整体环境较好，路面整

齐洁净，小区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增设休闲娱乐设施及消防

器材，增加绿化苗木，人居环境提升明显。

2.可持续影响总分 10 分，得分 10 分

为加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工作，薛城区人民政府制定下

发了《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的实施意见》，明

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长效管

理机制，并将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纳入对镇街经济社会

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项目可持续影响意义深远。

3.满意度总分 10 分，得分 10 分

评价机构对实施改造项目的老旧小区居民进行了满意

度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120 份，实际回收 120 份，满意度为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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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评价认为，该项目的实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

会效益，消除了老旧小区安全隐患，改善了老旧小区居民居

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部分解

决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

六、项目成效

2020 年老旧小区累计完成屋面防水（4SBS-20）铺设

349724 ㎡，内墙粉刷 270872 ㎡，外墙粉刷 1055635 ㎡，施

工垃圾清运 2111 立方米；道路硬化 203992 ㎡，沥青路面铺

设 145026 ㎡，布划道路标线 31000 余米；下水道清淤 43639

米,化粪池清掏 1189 个；水电暖综合管沟开挖 14256 立方米，

铺设供水管网 11134 米，铺设热力管网 13874 米；新建游园

景点 13 个，物业用房 45 ㎡，微型消防站 6 个，消防栓 35

个、干粉灭火器 1189 套；疏通消防通道 18 条，拓宽道路 47

条；清理飞线 3200 余条（计 48200 米），清理小区僵尸车 6

部；整治 14 个小区 3200 户储藏室用电、布线 48200 米。新

建停车位 2624 个，充电桩 14 个，快递柜 3 个；安装消防监

控 339 套，太阳能路灯 699 套，门禁系统 9 套，体育健身设

施 73 套；改造绿化用地 13323 ㎡，补植绿化苗木 620 余株；

拆除违章搭建的各类建（构）筑物约 347 平方米。

通过项目的实施消除了老旧小区安全隐患，改善了老旧

小区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部分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了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项目成效显著。



48

七、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

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目标设置不够明确，且量化指标较

少，缺少改造面积及其他改造项目的数量，效益指标设置均

为定性指标，可衡量性不高。

（二）部分项目资金的拨付不合规

一是部分项目资金未开具发票，仅依据项目单位开具的

收据拨付资金，资金拨付不符合《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中相

关规定。二是根据合同规定，项目资金超过 50%的部分应以

结算审计金额的比例进行拨付，但截至项目评价日该项目审

计方未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资金拨付超过 50%的均以中

标金额的比例进行拨付，且未提供资金拨付申请及批复资

料，资金拨付不合规。

（三）部门之间配合有待加强

现场查看涉及专营部门责任范围内的弱电线路敷设下

地工作，未落实到位，存在通信设施箱体（线杆）杂乱无章、

线缆低垂松垮凌乱、乱附挂、私拉乱接、管线老化等现象，

影响整体改造效果。

该项目改造内容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薛城区老旧

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中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分工，职责明

确，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上需进一步加强。

（四）项目管理意识薄弱

一是该项目竣工日期超出合同约定日期，工程完工不及

时。二是项目工程已于 2020年 12月 2日全部竣工，截至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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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日项目审计方尚未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出具

不及时。

八、意见建议

（一）完善项目绩效目标，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加强绩效管理组织领导，从上至下提高领导层对绩

效工作的认识，层层完善，逐级落实绩效目标责任制，为绩

效管理工作扎实有效推进铺平道路。二是建议在编制项目绩

效目标时根据单位职能，结合项目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计划和相关历史数据、行业标准、计划标准设置绩效指标

值，进一步提高绩效目标的可量化性、绩效的可考核性，形

成科学完整系统的绩效目标体系。

（二）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增强资金使用合规

性

建议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资金使用审

批手续和程序，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审核力度，确保财政资

金使用安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规范性和合理性。

（三）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总体推进项目进度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弱线改造工作小组，专项负责

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协调，限定整改时间，倒排工期，确

保项目限期整改落实到位。二是建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及

时调度施工进度，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研究应对措施，加强与通信专营单位协调配合，

统一认识，形成合力，不断推进项目进程。

（四）加强执行过程监管，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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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各项分项工程的

进度时间表，加强项目的检查监督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二是及时组织项目工程决算审计，重点关注项目投资额,概

预算执行,资金管理,建设项目质量等内容，全程、全方位对

建设项目资金进行审计监督，确保项目执行过程的规范性、

公正性、客观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2.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量统计表

3.薛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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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薛城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2020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项目

项目单位：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局

2020 年度薛城农业保险报费补贴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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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

1.项目立项的环境和条件

农业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中国

的第一产业，也是中国的基础产业。农业保险作为实现小康

的重要抓手，在近十多年农业和农村发展中，为农户的稳收

和增收贡献了行业的力量。自 2007 年中央财政启动农业保

险补贴以来，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迅速壮大，保障作用有效发

挥。2020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指

出，要推进多种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抓好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落实，督促保险机构及时足额理赔。

2.实施项目达到的目标和意义

本项目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

害风险能力，构建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和农村金融服务

体系为主线，以农业增收、农民增收为目标，以促进农业、

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政策，逐步建立健全适合薛

城区的政府、保险、农民“三位一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长

效机制。

3.项目立项依据及立项主要内容

（1）《关于印发<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鲁农种植字〔20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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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做好2013年新增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

知》（鲁农种植字〔2013〕1号）

（3）《转发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农业保

险保险费补贴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鲁财金〔2018〕4号）

（4）山东省农业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金融工作办

公室 中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大豆种植保

险条款》的通知(鲁农财字〔2018〕42号)

（5）关于转发《山东省农业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

金融工作办公室 中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山东省

马铃薯种植保险条款>等6个种植保险条款的通知》的通知

(枣农字〔2018〕17号)

（二）项目预算

1.预算分配的依据及因素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山东省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鲁

财金〔2017〕27号）

2.预算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评价组与项目实施单位人员沟通，本项目暂无预算

变更情况。

3.资金来源

项目所涉及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

80%，种植户自交20%。项目根据实际投保情况及种植保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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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详见表3.1），共计申请补贴资金5283945.08元，其

中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保险保费补贴申请资金

2915774.30元，扣除2015年度结余资金390116.52元，以及

2019年度结余资金89058.39元，实际拨付2436800.00元，秋

季作物（玉米、大豆、花生）保险保费补贴申请资金

2368170.78，实际全额拨付。补贴资金来源及比例情况详见

表3.2、表3.3。

表3.1 种植保险条款规定

单位：元/亩

小麦 马铃薯 玉米 大豆 花生

保险费 18 60 18 24 12.5

保险金额 450 1200 400 600 230

表3.2 补贴资金来源情况

单位：元
中央财政补

贴

省级财政补

贴

市级财政补

贴

区级财政补

贴
合计

春季作物 1405333.42 1231492.38 203255.09 75693.41 2915774.30

秋季作物 1245145.03 964784.63 152936.72 5304.40 2368170.78

表3.3 补贴资金比例情况
播

种

季

节

作

物

名

称

农户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政补贴 市级财政补贴 区级财政补贴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

例
金额（元）

比

例

金额

（元）

春 小麦 普通农 42.50% 762577.39 32.50 588736.35 5% 93068.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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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

例
金额（元）

比

例

金额

（元）

季 户 % —

贫困户
42.50

%
11% 4% 2235.57

马铃

薯
—— 35% 642756.03 35% 642756.03 6%

110186.7

5
4%

73457.8

4

小计 ——
1405333.4

2
——

1231492.3

8

—

—

203255.0

9

—

—

75693.4

1

秋

季

玉米

普通农

户
42.50%

1232331.0

9

32.50

%
951970.68

5%
150740.0

4

—

—
——

贫困户
42.50

%
11% 4% 3839.95

大豆 —— 35% 1089.00 35% 1089.00 6% 324.00 4% 216.00

花生 —— 35% 10923.94 35% 10923.95 6% 1872.68 4% 1248.45

小计 ——
1245145.0

3
—— 964784.63

—

—

152936.7

2

—

—
5304.40

合 计 5283945.08

4.项目投资情况

项目共计投资5283945.08元，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工作，其中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保费补贴

2915774.30元，秋季作物（玉米、大豆、花生）保费补贴

2368170.78元，均足额支付至中标保险公司对公账户。

（三）项目实施内容

1.项目立项时间

本项目立项时间为2018年。

2.项目批复单位

本项目批复单位为薛城区人民政府。

3.项目具体内容

完成薛城区2020年度小麦、马铃薯、玉米、花生、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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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5种作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工作，并对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薛城支公司的承保、定损和理

赔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4.项目所在区域

本项目所在区域包括薛城区常庄镇、沙沟镇、陶庄镇、

周营镇、邹坞镇、临城街道、巨山街道，共计7个乡镇或街

道。

5.项目计划完成时间

本项目计划完成时间为2020年12月底，实际完成时间为

2020年12月31日。

6.项目实施情况

2020年度累计投保小麦99683.32亩、马铃薯30607.43

亩、玉米161089.03亩、大豆2496.9亩、花生225亩。于1月

底完成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投保工作，7月底完成秋

季作物（玉米、大豆、花生）投保工作，同时根据计划完成

了当年春季、秋季保险保费补贴工作。

（四）项目组织管理

1.项目主管部门及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发放，并对中标保险公司承保、定

损和理赔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2.项目组织管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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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项目组织管理架构图

3.项目具体实施流程

本项目具体实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公开招标

（2）中标公司组织投保工作

（3）资金申请

（4）批复通过、资金下达

（5）全程监督管理投保工作

4.资金拨付流程

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保费补贴由财政授权支付至

中标保险公司对公账户，秋季作物（玉米、大豆、花生）保

费补贴由财政直接支付至中标保险公司对公账户。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目标



58

为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构建和完善农业生

产风险保障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

险支持政策，逐步建立健全适合薛城区的政府、保险、农民

“三位一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长效机制，以达到农业增收、

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目标。

（二）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2020年度薛城区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工作，推动小

麦、马铃薯、玉米、大豆、花生，共计5种作物的投保力度，

确保中标保险公司的承保、定损和理赔工作准确性和及时

性，提高农民投保积极性，保障农民抗灾减灾和风险补偿能

力。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考察2020年度薛城区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深入了解农业保险投保、理赔及监

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提出有关农业保险工作开展的相关建

议，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1.评价对象

本项目评价对象为2020年度薛城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资金。

2.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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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价范围主要包括薛城区常庄镇、沙沟镇、陶庄

镇、周营镇、邹坞镇、临城街道、巨山街道，共计7个乡镇

或街道。

（三）评价依据

1.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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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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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鲁发〔2019〕2号）

2.项目文件

（1）《薛城区2020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

（薛农发〔2019〕54号）

（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3）《关于申请拨付2020年政策性小麦、马铃薯种植

保险保费补贴的请示》

（4）《关于拨付2020年政策性玉米、大豆、花生种植

保险保费补贴的请示》

（5）《山东省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鲁

财金〔2017〕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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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按照以下原则：

（1）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

合理、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

（2）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

现情况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3）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当符合真实、客观、

公正的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并接受监督。

（4）激励约束。评价结果与项目的设立、保留、整合、

调整和退出相挂钩，作为改进管理、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

2.评价方法

本项目主要评价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后带来的效益与投

入成本的匹配度，适宜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

所以适合使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

（1）比较法：是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政府采购政

策功能目标、历史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

比较的方法。

（2）因素分析法：是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

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3）公众评判法：是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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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置思路

评价工作组基于绩效指标的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和

系统性原则，根据逻辑分析思想，按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的逻辑顺序，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决策、过程、产出和

效益四大维度，在此维度下依次确定和构建指标。

2.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按照财政预算资金的分配方式特点，特确

定以下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以2020年初预先制定的计划、预算等

作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及项目

行业内的指标数据。

本项目根据项目特点以及政策法规、行业标准设置各项

指标的评分标准以及标准值。评分标准的设定做到量化、可

操作。

3.指标权重

决策指标权重20%：决策主要考察项目立项、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情况，指标设置权重占比20%。

过程指标权重20%：过程主要考察本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组织实施情况，指标权重设置占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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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权重30%：本次绩效评价主要是对2020年度薛

城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项目进行预算执行后的绩效评

价，项目产出清晰明了，由于项目的产出能直接反应项目各

项指标的完成情况，项目产出设置权重30%。

效益指标权重30%：本项目是2020年度薛城区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效益比较突出，因此设置4个指标，包括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项目效益评价设置权

重30%。

4.数据来源、证据收集方式

本项目数据来源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访谈、现场调研、

微信和电话等方式与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局等沟通所得。

（六）评价人员组成

我公司为本项目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工作组，确定一

名负责人，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总体控制，同时将配备工程、

会计等方面人员。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客观、公正、严谨。

表3.1 绩效评价工作组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技术职称 职责

1 肖海波 男 本科 土木工程 造价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2 孙成章 男 本科 节能 注册咨询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3 田伟 男 本科 会计 中级会计师 财务分析

许明 男 本科 工程管理 中级工程师 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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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艺铭 女 本科 会计 中级会计师 尽职调查

6 王淑华 女 本科 土木工程 中级工程师 资料分析

7 徐涵 女 本科 会计 中级会计师 尽职调查

（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以《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

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山东省省级项

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鲁财

绩〔2020〕4号）为准则，同时结合项目特点进行实施。评

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非现场评价、现场评价、综合分析、

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五个阶段。

1.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接受委托任务、成立评价

工作组、开展前期调研、明确绩效目标、设计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确定绩效评价方法、确定现场和非现场评价范围、编

制社会调查方案、设计资料清单、制定评价实施方案、评价

方案论证与沟通等流程。

2.非现场评价

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实施单位报送的所有与项目相关的

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分析核实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

性，并积极利用各种公开数据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形成对项



64

目多层次、多角度的数据资料支持。对所搜集获取到的所有

项目实施单位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全面分类、整理和分析，

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非现场评价的结果。

3.现场评价

我公司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评价方案确定的现场评价抽

样范围，组成现场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调研访谈、社

会调查、资料核实和分析评价。主要针对项目的受益对象：

项目受益乡镇及街道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4.综合分析

我公司绩效评价工作组对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

进行梳理、汇总、分析，对项目总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形

成绩效评价初步结论。通过汇总分析现场评价情况，形成项

目最终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

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一般设置为100分，

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5.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撰写报告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阶段包含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征求意见、提交报告等过程。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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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在《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项目支

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

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鲁财绩〔2020〕4号）

提出的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基础上，经过数据采集、现场调研、

实地考察、访谈以及数据分析等环节，对项目的指标体系及

评价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优化。按照权重指标体系，综

合评分，本项目最终得分85.60分，评价结果为“良”。具

体评分情况如表4.1所示：

表4.1 项目得分汇总表

项 目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20 20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9.50 17 24.10 25 85.60

（二）非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项目共计申请补贴资金5283945.08元，实际支付资金

5283945.08元，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于1月

底完成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投保工作，7月底完成秋

季作物（玉米、大豆、花生）投保工作。当年累计投保小麦

99683.32亩、马铃薯30607.43亩、玉米161089.03亩、大豆

2496.9亩、花生225亩。

（三）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项目根据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际投保情况申请补贴资金，

并支付至中标保险公司对公账户。当年累计定损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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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9.54亩、马铃薯3060.74亩、玉米35308.28亩、花生61.58

亩、大豆312.70亩，对农户的直接经济损失起到了一定的补

偿作用。随机选取共计60名受益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了

解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农民占比为93%，认为需要对作

物进行投保的农民占比为62%，认为农业保险对其收入增加

的促进效果明显的农民占比为63%，愿意明年继续种植当前

作物的农民占比为97%，认为农业保险对其抗灾减灾与风险

补偿能力的提升效果明显的农民占比为63%，对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工作满意的农民占比为72%。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满分8分，实得8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立项符合《关于做好2013年新增县政策性农业保险

工作的通知》（鲁农种植字〔2013〕1号）等相关政策；符

合农业发展规划；与农业农村局的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同时没有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

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

得分率100%。

（2）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立项为上级下达的通知，根据实际情况申请资金，

并由各级财政配套资金拨付。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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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4分，得分率100%。

2.绩效目标（满分5分，实得4.50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2分，实得2分）

项目有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

性；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

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

标得分2分，得分率100%。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3分，实得2.50分）

项目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但产出质量、产出数量等指

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对应性较弱，数量较少，覆盖不全面。

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2.50分，得分率83.33%。

3.资金投入（满分7分，实得7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依据相关政策与实际情况进行预算申请；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

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因此根

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1）资金分配合理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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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

分3分，得分率100%。

（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满分12分，实得12分）

（1）资金到位率（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预算申请资金5283945.08元，实际到位资金

5283945.08元。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5283945.08/5283945.08=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

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预算执行率（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283945.08元，实际支出资金

5283945.08元。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5283945.08/5283945.08=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

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资金符合《山东省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资金管理办

法》（鲁财金〔2017〕27号）的相关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

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用途；且不存在

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因此根据评分细则，

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组织实施（满分8分，实得5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4分，实得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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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具有业务管理

制度；且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业务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

得分率100%。

（2）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4分，实得1分）

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但项目监

督管理工作未及时保存相关记录，无法考察政策性农业保险

领导小组的监督工作到位程度，同时定损报告及相关理赔档

案均存档于中标保险公司，项目主管部门未进行备份留存；

且理赔工作未按照实施方案规定流程开展。因此根据评分细

则，本项指标得分1分，得分率25%。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满分10分，实得7.10分）

（1）补贴到户率（满分4分，实得4分）

截至2020年底，各作物保险保费补贴均到位，到户率达

到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投保面积覆盖率（满分3分，实得0.10分）

截至2020年底，马铃薯投保面积达到100%，玉米投保面

积为53%，小麦投保面积覆盖率为40%，花生投保面积仅为1%，

大豆投保面积为16%。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0.10

分，得分率3.33%。

（3）投保区域覆盖率（满分3分，实得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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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区域已覆盖常庄镇、沙沟镇等7个乡镇及街道，即

投保区域覆盖率已达到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

得分3分，得分率100%。

2.产出质量（满分10分，实得10分）

（1）结案率（满分4分，实得4分）

至2020年底，累计理赔金额6889186.03元，累计结案金

额 6889186.03 元 。 结 案 率 = 结 案 金 额 / 理 赔 金 额

=6889186.03/6889186.03=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

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投诉率（满分4分，实得4分）

至2020年底，累计投诉次数为0次。投诉率=投诉次数/

投保总户数=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

分率100%。

（3）投保农业种类覆盖率（满分2分，实得2分）

根据现场调研，不存在其他种植规模较大的作物种类需

开展其他保险保费补贴工作，即投保作物种类覆盖率达到

10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2分，得分率100%。

3.产出时效（满分8分，实得5分）

（1）投保工作及时性（满分2分，实得2分）

春季作物（小麦、马铃薯）投保工作，已于1月底按时

完成；

秋季作物（玉米、花生、大豆）投保工作，已于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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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完成。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2分，得分率

100%。

（2）理赔及时性（满分3分，实得0分）

由于存在理赔信息统计不及时、信息有误等情况，虽然

中标保险公司于年底完成了全部理赔工作，但在定损工作完

成后，普遍存在无法在10-15个工作日内及时将理赔款打到

农户一卡通账户中的情况。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

分0分，得分率0%。

（3）公示及时性（满分3分，实得3分）

根据现场调研，抽查到薛城区人民政府网上政府信息公

开栏，有针对马铃薯种植保险的理赔公示，且公示时间为3

天。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分率100%。

4.产出成本（满分2分，实得2分）

（1）成本节约率（满分2分，实得2分）

项目计划成本5283945.08元，实际成本5283945.08元。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

100%=0/5283945.08=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

2分，得分率100%。

（四）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满分4分，实得3.20分）

（1）农户增收促进程度（满分4分，实得3.20分）

根据调查问卷，认为农业保险对促进其收入增加效果明

显的农民为38名，较明显为4名，一般为12名，较不明显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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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明显为2名，根据问卷得分标准，本项问题得分率为

8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20分，得分率80%。

2.社会效益（满分16分，实得13.80分）

（1）农业保险政策群众知晓率（满分4分，实得3分）

根据调查问卷，农业保险政策群众知晓率为93%。因此

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分率75%。

（2）农户投保意识提升程度（满分4分，实得2.90分）

根据调查问卷，认为需要对作物进行投保的农民为37

名，不需要为23名，根据问卷得分标准，本项问题得分率为

61.67%；与2019年投保情况相比，2020年投保总面积有所增

加。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2.90分，得分率

72.50%。

（3）基层服务网络建设情况（满分3分，实得3分）

根据现场调研，保险服务点覆盖常庄镇、沙沟镇等7个

乡镇及街道，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络。

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分率100%。

（4）作物生产面积变动率（满分3分，实得3分）

根据现场调研，作物生产面积变动率=（61.08-60.38）

/60.38=1.16%。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

分率100%。

（5）农户种植积极性提升程度（满分2分，实得1.90分）

根据调查问卷，愿意次年继续种植当前作物的农民为58

名，不愿意为2名，根据问卷得分标准，本项问题得分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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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7%。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1.90分，得分率

95%。

3.可持续影响（满分5分，实得4分）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情况（满分5分，实得4分）

根据调查问卷，认为农业保险对其抗灾减灾与风险补偿

能力提升效果明显的农民为38名，较明显为4名，一般为13

名，较不明显为2名，不明显为3名，根据问卷得分标准，本

项问题得分率为80%。因此根据评分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

得分率80%。

4.满意度（满分5分，实得4分）

（1）受益农户满意度（满分5分，实得4分）

根据调查问卷，受益农户满意度为85%。因此根据评分

细则，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80%。

六、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农业保险发挥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功能

近年来，受温室效应影响，我国的降雨带出现北移的趋

势，加之山东省三面环海，易受台风侵袭，导致山东省近几

年气候年际变化较大，自然灾害频发。通过发展农业保险，

为缓解农户经济压力、稳定农户收入水平、增强农业恢复再

生产能力等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农业保险发挥了财政资金支农惠农的杠杆作用

在保费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农业保险充分调动了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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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

实现了财政与农村金融的有效衔接，财政支农资金效益显著

提高。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作物投保积极性不如预期

至2020年底，小麦投保面积覆盖率为40%，花生仅为1%，

大豆为16%，均未达到预期。主要原因为多数农户认为此三

类作物的受灾可能性较小，即使存在保费补贴政策，也会存

在侥幸心理，认为投保意义不大，不愿通过保险手段来规避

风险。

（二）理赔工作有待改进

理赔工作未按实施方案规定流程开展，一是勘察定损工

作存在未现场查勘的情况，保险公司一般根据大面积受灾乡

镇的勘察定损情况，对种植面积小、较分散的受灾土地直接

进行比例系数定损；二是中标保险公司在定损工作完成后，

通常无法在10-15个工作日内及时将理赔款打到农户一卡通

账户中。主要原因一是保险公司人员配备不足，现场查勘工

作难以全面开展；二是理赔信息由各乡镇或街道统一统计，

普遍存在统计不及时、统计信息如账号等书写有误的情况，

导致理赔时间通常大于15个工作日。

（三）档案管理工作存在欠缺

保险定损工作的主要工作记录，如《初步定损清单》、

现场勘察记录、《灾害损失报告书》等均存档于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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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未进行备份留存；同时春、秋两季

的保险监督工作未保存相关监督工作记录。主要原因为档案

管理意识不到位，未执行档案专人专管制度，导致人员调度

问题影响档案管理工作。

八、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保险宣传力度

主管部门应协同中标保险公司，针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政策的优势开展进一步推广宣传工作，鼓励农户积极

投保，提高农户投保意识，保障农户抗灾减灾能力，减少其

因被动接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

（二）加强保险工作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标保险公司理赔工作的监督管理，

一是督促其全面展开现场查勘工作，二是督促其完善理赔工

作流程与理赔信息管理工作，对其未现场查勘或不能按时完

成理赔工作的情况加以批评或警告。建议完善勘察定损工作

的人员配备；建立投保农户信息数据库，及时更新修改相关

信息。逐步达到理赔工作的规定要求，提高理赔工作的质量

与效率。

（三）加强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档案管理相关人员责任，提高其

管理意识，做到专人专管。建议根据档案实际情况进行分类

管理，对数量庞杂的档案进行在保费补贴政策的支持下，农业保

险充分调动了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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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了财政与农村金融的有效衔接，财

政支农资金效益显著提高。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作物投保积极性不如预期

至2020年底，小麦投保面积覆盖率为40%，花生仅为1%，

大豆为16%，均未达到预期。主要原因为多数农户认为此三

类作物的受灾可能性较小，即使存在保费补贴政策，也会存

在侥幸心理，认为投保意义不大，不愿通过保险手段来规避

风险。

（二）理赔工作有待改进

理赔工作未按实施方案规定流程开展，一是勘察定损工

作存在未现场查勘的情况，保险公司一般根据大面积受灾乡

镇的勘察定损情况，对种植面积小、较分散的受灾土地直接

进行比例系数定损；二是中标保险公司在定损工作完成后，

通常无法在10-15个工作日内及时将理赔款打到农户一卡通

账户中。主要原因一是保险公司人员配备不足，现场查勘工

作难以全面开展；二是理赔信息由各乡镇或街道统一统计，

普遍存在统计不及时、统计信息如账号等书写有误的情况，

导致理赔时间通常大于15个工作日。

（三）档案管理工作存在欠缺

保险定损工作的主要工作记录，如《初步定损清单》、

现场勘察记录、《灾害损失报告书》等均存档于保险公司，

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未进行备份留存；同时春、秋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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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监督工作未保存相关监督工作记录。主要原因为档案

管理意识不到位，未执行档案专人专管制度，导致人员调度

问题影响档案管理工作。

八、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保险宣传力度

主管部门应协同中标保险公司，针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政策的优势开展进一步推广宣传工作，鼓励农户积极

投保，提高农户投保意识，保障农户抗灾减灾能力，减少其

因被动接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失。

（二）加强保险工作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标保险公司理赔工作的监督管理，

一是督促其全面展开现场查勘工作，二是督促其完善理赔工

作流程与理赔信息管理工作，对其未现场查勘或不能按时完

成理赔工作的情况加以批评或警告。建议完善勘察定损工作

的人员配备；建立投保农户信息数据库，及时更新修改相关

信息。逐步达到理赔工作的规定要求，提高理赔工作的质量

与效率。

（三）加强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档案管理相关人员责任，提高其

管理意识，做到专人专管。建议根据档案实际情况进行分类

管理，对数量庞杂的档案进行电子归档，降低管理难度。同

时应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监督力度，保障管理效果。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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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暂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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