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上街区农委租地费预算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概述

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58 年 9 月，所属事业

单位 7 个，主管全区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畜牧兽医等工作。

郑州市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 6 个，包括：郑

州市上街区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郑州市上街区园林中

心、郑州市上街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郑州市上街区农业发展中心、

郑州市上街区水利发展中心、郑州市上街区节水用水办公室。从

决算单位构成看，郑州市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部门决算包

括：本级决算、所属单位决算。纳入本部门 2020 年度部门决算

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6 个，其中二级预算单位 5 个。现地址在 G310

国道区政府南院，现编制人数 55 人，临时人员 34 人。

2.项目概况

按照增强汜水河防洪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品位，

促进城市发展为主要任务，树立“建管并重，重在管理”的思想，

创新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积极适应郑州市城市功能多样性要

求，不断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满足河

道工程管理的需要，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良好的运行条件和

环境氛围。为加快郑州市汜水河（上街段）治理工程建设步伐，

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租赁方顶村、观



沟村、大坡顶村、石嘴村、沙固村两侧土地用于汜水河治理工程，

合计租地 2238.26 亩。按照财政审核意见进行核拨项目租金，满

足湖泊管理工作的需要，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良好的运行条

件和环境氛围。

3.项目资金情况

2020 年该项目预算金额为 5119859 元，因为其中有未评审

完项目，项目实际预算金额是 1084099.06 元，实际支付

1035160.62 元，偏差原因是租地面积调整，相对应租金减少。

4.绩效目标

按照生态宜居、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环境优美的城市建设

目标，坚持以服务民生为出发点，提高河道防洪能力，切实加快

河道治理工程，提高汜水河防洪标准，为河道两岸居民提供一个

安全的居住、生产环境。

二、评价工作简述

1.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绩效评价，形成真实完整、数据准确、分析透彻、

逻辑清晰、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结论，为后期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提供重要依据。

（2）通过对项目绩效评价，提升项目实施水平，确保资金

安全与高效使用。

（3）通过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进行评价，发现预算执

行、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资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严格执行规定

的评价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规范为准绳，真实、

客观、公正评价项目绩效；

（3）绩效相关原则：围绕资金支出与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

评价，反映支出和满意度之间的绩效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项目实际情况设计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体系包括投入、过程、效益三个方面。一是项目投入，

主要评价项目的时效情况、项目立项及资金落实情况。二是项目

实施过程，主要评价项目单位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

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三是项目效益，注重分析项目服务对象满意

度。

（四）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

285 号）文件确定的绩效评价方法，从本项目实际情况出发，采

用以下方法。同时在运用具体评价方法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

合的技术进行综合评价。

（1）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

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项目效益分析法：通过项目支出与项目效益进行对比



分析，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3）公众评价法：通过问卷调查对项目支出效果进行评价

目标的实现程度。

2.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阶段。根据区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

实施绩效评价的特点，成立绩效评价组，收集相关资料深入研究、

反复研讨，针对项目的特性设计相关表格进行了统计、分析、核

实，作为项目评价信息并设计评价方案。

（2）评价实施阶段。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公

正、科学，评价小组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项目开展、项目执行、

项目管控、财务管理等情况，并进行问卷调查及开放式提问，以

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

（3）绩效分析阶段。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收集资料、对照

查证复核、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结合、点上调查与面上分析结合的方法，确保评价工作客观、公

正。进行绩效指标量化评分，得出最后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

报告。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该项目

有明确的资金发放范围及标准，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资金分

配额度合理，该项目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稳定需要；经过委领

导班子集体研究一致通过。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质量可控，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规范，实行专

款专用，严格执行财务审批程序。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数量情况：全年租金缴纳 1 次，租地范围 2238.26 亩；

产出质量情况：租赁场地条件达标率为 100%；产出时效情况：

租赁场地到位及时；产出成本情况：租地总成本为 511.9859 万

元。

（四）项目效果情况

满足湖泊管理工作的需要，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良好的

运行条件和环境氛围。汜水河治理工程把防洪除涝为河道治理的

主要任务，使治理后的河道防洪标准达到 20 年一遇，除涝标准

达到 5 年一遇，最大程度的保护两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

当地社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评价结论

1.项目自评得分及自评结果

该项目自评得分：79.24，结果为中。

2.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发现的主要问题：该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改进措施：后续

编制预算项目会更加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合理编制，避免出现较

大金额的变动，影响预算执行率。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该项目 2020 年自评等级为中，执行效果一般，建议适当压

减现有资金规模，该项目可以随本年度决算公开。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立项前多次组织调查研究，经慎重考虑

后形成结论，确保该项目的科学性、严谨性；二是实施过程周密

细致，项目启动前认真学习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

保证经费使用合法合规、公开透明。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绩效自评

（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农委租地费

主管部门及代

码

[501]郑州市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实施单位 郑州市上街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郑州市上街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

数
执行率

资金执行分

值
资金执行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1.99 511.99 103.52 20.22% 10.00 2.02

其中：本年财政拨

款
511.99 511.99 103.52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近年以来，上街区强力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打造“映棠拂柳、盈荷水街、

西伶竹韵”等十二处景点，依托“一山一河两湿地四湖”，因地制宜实施绿道、

水系连通工程，使五云山、方顶驿旅游度假区、开阳湖、太溪湖、汜水河湿地

等组团有机连接，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优化环境等功能。统筹考虑水

陆空间、提升山水环境与滨河旅游，造成上街西南生态屏障，成为郑州市民休

闲娱乐的后花园。

全年实际租赁面积 1511.85 亩，租地总成本由 511.99 万元减少为 103.52

万元。

总分值 100.00 总得分 79.24

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 70%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默认显示，或提示信息）

绩效目标自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20.22% 1.00 0.20

租地面积调整，区财政局需

重新核实，未来得及支付完

毕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00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

况
100% 100% 1.00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健全 健全 1.00 1.00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合规 1.00 1.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有效 1.00 1.00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 1.00 1.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 1.00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性
健全 健全 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际租地面积
2238.26

亩

1511.85

亩
10.00 7.00 租地面积有所调整

质量指标
租赁场地条件达

标率
100% 100% 10.00 10.00

时效指标
租赁场地到位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10.00 10.00

成本指标 租地总成本
511.99 万

元

103.52 万

元
10.00 2.02

租地面积调整，区财政局需

重新核实，未来得及支付完

毕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15.00 15.00

生态效益 改善生态环境 逐年改善 逐年改善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群众满意度 100% 100% 1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