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预算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概述

1、项目基本情况

三年规划中，我县需要外迁的 4个乡镇 24 个村 5350 户

19364 人，涉及张庄乡 9个村 2233 户 8271 人，陆集乡 10 个

村 2134 户 7267 人，辛庄镇 4个村 936 户 3650 人，杨集乡 1

个村 47 户 176 人。

县城安置区：范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县城安置区位于范

县新区黄河路以南，板桥路以北，重华路以西，顾城路以东，

占地面积 247 亩，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 26 栋住宅楼和基础配套设施等。项目总投资 10.5 亿元，

主要服务于范县黄河滩区内陆集等 4个乡镇 24 个村的 2136

户、7536 人的县城区安置工作。

辛庄镇安置区：辛庄镇安置区规划安置 754 户、3000 人，

涉及辛庄镇 4 个行政村，总规划占地 434.04 亩，涉及三年

规划项目。安置区规划建设 57 栋楼，1018 套住房，总建筑

面积 16.05 万平方米。1 所幼儿园，每年段设立 3个教学班，

共 9 个教学班，建筑面积共 3448.47 平方米。

张庄乡安置区：张庄乡安置区规划安置 1693 户 6165 人，

涉及张庄乡 9个行政村，总规划占地 570 亩，涉及三年规划

项目。安置区规划建设住宅楼 101 栋楼，2070 套住房，公建



设施 8栋，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1所幼儿园，共 9个

教学班，建筑面积 3648 平方米。1所社区服务中心，建筑面

积 3365 平米。

陆集乡安置区：陆集乡位于范县东南部，西面、北面紧

靠黄河大堤，是全县唯一的全滩区乡。全乡 46 个行政村，

50 个自然村，人口 4.2 万人，耕地 4.2 万亩。陆集乡本次外

迁涉及东张庄、七窗户等 10 个村 2134 户 7267 人。本次外

迁集中安置方式分为县城和乡镇两种安置方式，按照“突出

重点、集中安置”的外迁原则，乡镇集中安置区位于孙楼村

西，距乡驻地 1.2 公里，西临范郓路、东衔陆集乡中学和孙

楼村小学，交通便利，宜学宜居，区位优势明显。

2、项目实施背景

长期以来，受特殊地理环境和国家防洪法律法规

等因素的制约，我省黄河滩区经济发展滞后，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恶劣。为了保障滩区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与全省人民共享小康，从

中央到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都高度重视滩区居民迁

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也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

民群众共同期盼的一件大事，省委省政府在两批试点

迁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了《河南省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规划》。2017 年 8 月，国务院发文批复《河南

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规划》中迁建涉及范



县的张庄、陆集、杨集、辛庄 4个乡镇 24 个村 5350

户 19364 人。

3、项目资金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2019 年度项目安排资金

46136 万元。

4、绩效年度总目标

项目于 2018 年正式开工建设，施工单位进驻场

地，进行项目建设，并计划年度内安置房套数 2811

套。

二、评价工作简述

1、评价目的

我们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

为了准确评价该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按照“统一

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及项

目申请报告等资料,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对项目绩效目

标的影响程度,确定项目决策、管理、资金使用、社会

效益等作为绩效管理目标、绩效指标。设定绩效指标

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绩效的实

现程度。

2、绩效评价依据



依据《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方案》、《河

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2012-2030 年）》等文件。

3、绩效评价方法

在评价过程中，根据具体的评价内容和不同环节，

采用几种工作方法：

（1）、听取介绍。听取项目负责人对该工程资金

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介绍，初步了解该工程的基

本情况。

（2）、查看资料。通过查看提供的工程资料、财

务资料，了解和掌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拨

付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情况等。

（3）、实地察看。对工程项目实行现场查看，了

解项目实施进度和项目管理情况。

（4）、问卷调查。向受益群众实施问卷调查，了

解项目建成后对绩效目标产生的影响。

（5）、数据分析法。通过核查样本的项目管理、

财务核算、业务实施等各类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规

性，判断专项资金管理的规范性、数据的准确性和完

成情况的客观性。

4、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设置原则



1、量指标与政府部门的目标及项目目标有直接联

系。

2、重要性原则

根据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筛

选，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指标。

3、综合性原则

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定性分析是定量

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它将定性

的内容数量化，二者存在密切联系。

4、经济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要考虑现实条件及可操作性，数据的

获得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合理成本的基础上收集

信息。

（二）评价组织实施办法

我们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前

期准备情况，由单位领导组织召开项目绩效评价动员

会，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针对本项目由项目部统一

整理与绩效评价有关的项目资料并由工程部对其提供

的工程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根据项

目相关资料，对该项目 2019 年度项目决策、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出

具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评价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包括目标明确性分析、目标合理

性分析、目标细化程度分析、项目绩效控制评价分析等情况)

（1）在工作中，我们遵循了重点突出，客观分析的评

价原则。

（2）评价中做到重点突出

在评价工作中，评价人员紧紧抓住评价工作的四个重点

环节：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管理和资金拨付。这四个

环节涵盖了项目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是评价工作的

核心。在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和评价方案的要求，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绩效评价工作，取得了详实的、

客观的评价依据。

（3）客观分析

首先，根据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与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比对，各项指标根据预期绩效目标值评判实际达到的绩效目

标给出适当得分，并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项目是否实现了

所有的年度绩效目标、项目是否在长期绩效目标上实现了预

期进展、是否有助于政府战略目标和部门目标的实现等。然

后，根据项目评价综合得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根

据各项评价结果，综合各方面因素，填写项目绩效评

价综合意见。



（4）目标细化程度以及绩效控制分析

在对范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项目资金使用和

工程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了解的基础

上，建立了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

果四大类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其

中一级指标 3个，二级指标 8个，三级指标 19 个。根

据指标体系权重确定方法，三个一级指标所占权重为：

产出指标 60%，效益指标 30%，满意度指标 10%

2.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

执行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

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

真实、准确。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财务管

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

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3. 项目组织情况分析(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

成验收等情况)

该项目过程中均执行国家招投标规定和政策，现阶段项

目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扫尾，居民搬迁已提上日程。

4.项目管理情况分析(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

监督等情况)



该工程符合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项

目实施过程中，遵循先考察、调研，再根据该县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实现了项目管理与过程

管理的有机结合。

（1）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1、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落实项目

法人责任制。

2、执行招投标制确定各种队伍，保证工程质量和

节省资金。

3、做好设计、勘察、监理、施工、设备采购及其

他各方的协调管理。

4、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及体系。

5、加强经费管理，严格控制资金，争取少花钱多

办事。严格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格审批程序。

6、熟悉项目管理程序，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7、抓好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为项目验收和竣工决

算奠定基础。

5.项目管理情况分析(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

督等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实施过程中，

严格实行考核制度。



6.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将项目支出后的实际状况与申

报的绩效目标对比,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其中:项目的经济性分

析主要是对项目成本(预算)控制、节约等情况进行分析;项

目的效益性分析主要是对项目实施(完成)的进度及质量等

情况进行分析;项目的有效性分析主要是对反映项目资金使

用效果的个性指标进行分析;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主要是对

项目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等

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项目的经济性分析：项目预算资金全部用于孙楼安置区

项目规划建设住宅楼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属于国家关注还迁

房项目，资金来源国家补助、省县财政补助及居民自筹。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该项目预期目标已完成。项目实施

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确保了各项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加强了内部管理，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运行质量、预

算执行进度。

项目的有效性分析：该项目是按照工作的需求逐步进

行，已完成了全部工作目标。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该项目属经常性项目，市财政每

年均拨付该项目经费。

(二) 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

项目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四、评价结论

该项目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整体发挥的社会效益明

显，极大的方便了广大干部群众，经评价小组综合分析，项

目平均分为 95 分，评价结果为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从本项目的实施情况看，整个项目在资金安排、方案制

定、规范管理和产出效益等方面都有充分考虑。

六、存在问题和建议

虽然该工程建立了完整的工程管理制度以及财务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仍有部分缺陷。

建议：建议项目负责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加强沟

通交流，多学习、密切配合，确保工程所发生的费用

按照合同节点进行拨付，确保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