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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地热能清洁供暖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

四次会议中强调：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 6个问题，

都是大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方面。

一、概述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范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2、项目概况

随着范县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已经成为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的

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城市房地产开发量迅速增长，

城市综合居住区逐年增多。发展城市集中供热、解决居民冬

季采暖，已经成为范县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濮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等六个文

件的通知》（濮政办〔2018〕67 号）及《濮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 2019-2020 年清洁取暖试点城市项目建

设调整方案的通知》（濮政办〔2020〕15 号）任务目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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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需完成地热能供暖建筑面积共计 245.2 万平方米。

3、项目资金情况

根据（范财〔2019〕6 号 22001-006）,中央拨付范县地

热能清洁供暖项目 2019 年度配套资金 2014 万元。对范县中

深层地热能供暖项目，按照每平方米 40 元标准给予供暖企

业一次性补贴。

4、绩效目标

《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 2019-2020 年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项目建设调整方案的通知》（濮政办

〔2020〕15 号）任务要求：

2019 年范县需完成以下小区地热能供暖项目建设：

（1）领秀城一期 10.3 万平方米；

（2）领秀城二期 12 万平方米；

（3）阳光花园 6.8 万平方米；

（4）未来花园 10.05 万平方米；

（5）阳光新城 9万平方米；

（6）盛世兰亭 19.6 万平方米；

（7）金水湾 7.8 万平方米；

（8）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县城安置区项目 28.92 万平方米；

（9）格瑞斯三期 10.05 万平方米。

2020 年需完成以下小区地热能供暖项目建设：

（1）海韵世纪公园 40.3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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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阳光华府 19.6 万平方米；

（3）新城国际 17.3 万平方米；

（4）东西赵棚改安置区 9.8 万平方米；

（5）恒瑞新城 7.5 万平方米；

（6）凯旋城 9.79 万平方米；

（7）顺和府 8万平方米；

（8）浙豫中央城 2.79 万平方米；

（9）汇丰剑桥城 6万平方米；

（10）学府壹号 3.1 万平方米；

（11）龙润花园 6.5 万平方米。

二、评价工作简述

1、基本情况

绩效评价的对象是 2018-2020 年范县使用冬季清洁取

暖资金的单位，通过对 2018-2020 冬季清洁取暖项目中资

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以及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

制度、采取的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全面了解项目资金的

使用效率和效果、项目的管理情况、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为财政部门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科学配置

资源，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探索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标准的合理性，为合理安排以后年度财政预算提供可

行性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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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工作以单位开展自评，以材料核查、座谈等

方式，综合运用指数评价法、因素分析法等方法，从投入、

过程、产出、效果等四个方面对地热能供暖项目进行自评。

2、评价组织实施

（1）成立评价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办公室主

任由刘存同志兼任。领导小组负责起草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

案，并对绩效评价工作予以指导。

（2）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领导小组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开展地热能供暖的立

项依据、政策目标、资金管理要求等，综合考虑评价数量、

评价重点、点面结合，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3）部署开展绩效自评并收集基础资料

对照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开展绩效自评，形成绩效

自评报告，领导小组负责收集基础信息资料，包括基本概况、

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管理措施

及组织实施情况、总结分析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绩效报

告、与评价相关的行业标准、历史标准，以及小区居民意见

建议等。

（4）开展绩效审核

领导小组对填报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表进行审核，对基

础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核实分析，要求对缺失的资料及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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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对存在疑问的重要基础数据资料进行解释说明。领导小

组通过采取听取情况介绍、实地考察、资料查证复核等方式，

对项目目标任务有关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

（5）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领导小组结合绩效自评报告及资料，撰写绩效评价初步

报告。领导小组对复核后的分报告进行汇总，形成评价总报

告。

评价工作结束后，绩效评价实施主体应妥善保管工作底

稿和评价报告等有关资料，建立绩效评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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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热能供暖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范县中深层地热能供暖

项目的建设施工。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清洁取暖

的系列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我县冬季清洁取暖地热能供暖工

作，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项目绩效

目标明确、合理。通过前期调研，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细

化，制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设置了项目设立、项

目管理及项目绩效 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项目立项、

项目目标、项目管理、资金落实、资金分配、财务管理、组

织实施、项目效益）和 13 个三级指标（立项规范、目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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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管理制度、资金到位、分配程序、管理制度、组织机构

等）。

2、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快范县冬季清洁取暖示范项目建设，保证中央资

金使用安全、合理。结合《濮阳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专项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范县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范县财政局、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范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联合印发了《范县清洁取暖试点城市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范财〔2019〕41 号）文件。为调动企业、居民

的积极性，根据项目性质，专项资金采用投资补助、以奖

代补等方式，对纳入目标的示范项目进行补助。

（1）收到的上级财政建设补助资金，全部用于示范项目投

资财政承担部分。

（2）收到的上级财政统筹资金，根据各主管部门清洁取暖

任务完成情况和绩效考核结果进行统筹分配用于清洁取暖

工作。

（3）专项资金根据补助标准或经县领导签批的主管部门

申请报告意见，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项目主管部门，由

项目主管部门按照工程进度及合同约定支付项目实施单

位。

3、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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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我县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进了两家清洁

能源供暖企业，其中城区新建小区由濮阳市新星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采用中深层地热能方式供暖。根据（范县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纪要〔2017〕15号）内容，为保证政策的延续性，避

免投资浪费，会议确定：阳光花园、未来花园、阳光新城等

小区的地热能供暖任务由原供热公司按计划实施建设。

（2）按照《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冬

季清洁取暖试点项目管理加快项目进展的通知》（豫财建

〔2019〕62 号）对清洁取暖项目调整的通知，结合濮阳市清

洁取暖项目实施情况，经研究，对濮阳市 2019-2020 年清洁

取暖项目进行调整。

（3）范县城区地热能供暖项目 2019 年 9 个小区，共计

114.52 万平方米均在施工建设中。2020 年任务目标 11 个小

区，共计 130.68 万平方米，由濮阳市新星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负责实施，项目均在合同洽谈中。

4、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监管责任，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成立工程领导组，在领导组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密切

配合，责任到人，细化目标任务，做好跟踪督查，切实履行

工作职责。

（2）加强日常督查检查，确保工程不出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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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质监、安监、环保、建设、审计等

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把好工程安全关和质量关，采取

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开展项目检查工作，督促项

目建设单位做好日常管理，检查手续是否齐全规范，进度是

否符合规划，建设内容是否与批复一致等，对检查出的问题，

及时下达通知并限期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把项目建

成放心工程。

（3）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工程规范实施

坚持全面规划、分布实施的原则，坚持质量与效益相统

一的原则，坚持资金管理与招投标等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依

法进行项目管理的原则。严格实行工程项目公示制度，工程

项目监理制，驻工地代表负责制，合同管理制，工程安全责

任制，确保工程规范实施。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估验收制度，

保证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源配置效益。

4、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中国是地热资源直接利用排名第一的国家，年利用

量折合标准煤 2300 万吨，但在国家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仅为 0.47%。中国中低温资源即小于 150 摄氏度的资源呈现

大面积分布的状况，除去青海、西藏和中国台湾的高温地热

比较集中外，全国 300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浅于 200 米的地热

资源每年可产生相当于 95 亿吨标准煤的能量，若加以规模

化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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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目实施后，可大大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群众幸

福感，为绿色范县工程作出积极贡献，其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十分显著，将全面改善范县城市基础配套设施，使城区周

边环境面貌大大改观，为范县进一步的建设发展创造一个良

好的外部环境，提升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从而吸

引更多的投资者，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城区基础设施

的逐步完善，在振兴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将发

挥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3）根据项目性质：居民住宅建筑面积 245.2 万平方米，

标准入住率第一年 30%，半个采暖期，达产率 15%、第二年

50%、第三年 70%、第四年及以后 85%。项目基准收益率 8%。

（4）该项目的收益为永久可持续性，管理人员和工人的

数量根据机构设置，安好精简、高效的原则配置，所设岗位

力求做到“岗位明确，责任清晰，程序完善，没有闲职”。

管网运行管理为四班三运行配置，非采暖期员工可进行管网

维护、管网扩建或改造。

（二）项目绩效未完成原因分析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 2019-2020

年清洁取暖试点城市项目建设调整方案的通知》（濮政办

〔2020〕15 号）内容要求，结合项目各小区在具体施工过程

中存在各种交叉施工及未交房暂无用热需求等原因，该项目

已申请调配，目前 2019 年项目均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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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结论

对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开展清洁取暖工作绩效评价，是国

家为了保证示范效果，提高财政奖补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

有效的重要举措。综合各项目的进展情况，范县清洁取暖项

目绩效评价为合格。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1、加强执行和跟踪管理制度，提高项目的执行进度和资

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强资金保障力度，统筹年度预算，根

据文件及协议要求，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2、进一步 细化绩效目标，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定“市

场化”激励政策和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市场运作”原则和

具体实施流程。

六、存在问题和建议

专项资金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激励和吸附效应，引导社

会资本积极投入我县清洁取暖建设项目市场，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综合我县城区居民建筑面积持续扩

大，老旧小区居民对供热的迫切需求，建议加大投入力度，

确保更多居民受益于清洁取暖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