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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正源咨报（2021）第 002 号

沙河市财政局：

我单位接受贵方委托，对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的沙河市农

村清洁取暖项目绩效情况进行了评价工作。

保证用于该项目评价的资料真实性、完整性是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有关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财政部

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文件及《沙

河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委托合同》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我们按照《财政支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操作指引（试行）》（中

评协[2014] 70 号）的要求实施评价工作。主要实施的评价程序：前期准

备阶段、实施阶段和绩效评价报告的编制和提交阶段。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

2.项目单位：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项目实施范围：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抓落实、大干

实事”推动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实施意见》、《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冀发[2013]23 号）等文件精神，根据 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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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 2020 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和《沙河市 2020 度冬

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

煤则煤，以气定改、以电定改、先立后破”原则，根据气源、电源、资金

等保障条件，在 2020 年 6月底前确保完成沙河市冬季清洁取暖 10088 户，

其中完成气代煤改造 1588 户，完成电代煤改造 8500 户。2020 年 7月 21

日邢台市双代领导小组以邢代煤办函[2020]101 号函调整沙河市 2020 年

冬季清洁取暖改造任务，调整后改造任务 10628 户，其中气代煤改造 1828

户，电代煤改造 8800 户；同年 9 月 3 日邢台市双代办以邢代煤办函

[2020]131 号函将电代煤改造任务再次调整为 9535 户。经过调整后，改

造任务共 11363 户，其中气代煤改造 1828 户，电代煤改造 9535 户。对应

沙河市 12个乡镇办事处、96个自然村。

4.补贴政策：根据《河北省省级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财政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冀财建[2017]179 号）、《邢台市市级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财

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邢市财环资[2017]83 号）、《河北省气代煤电

代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财政补助政策有关事项

的通知》、《邢台市气代煤电代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地区清洁

取暖财政补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下达

的专项补助资金和县级用于“双代”财政补贴发放的资金，具体补贴标准

如下：

（1）气代煤改造方面

设备购置补助：对实施气代煤的农户燃气设备购置给予每户最高补贴

2700 元，由省级承担 1350 元，市和县各承担 675 元，其余由用户承担；

村内入户管线建设补助 2000 元/户，其中包括燃气企业负责为农户免费安

装燃气报警设备和燃气灶波纹管费用。

运行补贴：根据沙河市气代煤电代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沙河市财

政局《关于调整优化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运行补贴标准的通知》（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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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办联[2020]1 号）文件对气代煤运行补贴的标准为：给予采暖季农户用

气 1.6 元/立方米补贴，每户最高补贴气量 600 立方米，最高补贴 960 元。

（2）电代煤补贴政策

设备购置补助：对实施电代煤的农户设备购置给予每户最高补贴7400

元，由省级承担 3700 元，市和县各承担 1850 元，其余由用户承担。

运行补贴：对电代煤用户取暖期用电每千瓦时补贴 0.3 元， 每户最

多补贴电量 4000 千瓦时，最高补贴 1200 元。

5.资金使用情况

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工作牵头部

门，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项目单位预算拨入资金 10954.88 万元，拨

付资金合计 10721.66 万元，其中拨付设备资金 7734.80 万元，拨付管线

建设资金 353.56 万元，拨付运行补贴 2633.30 万元；结余各项补贴资金

233.22 万元。

6.项目实施情况

截止评价日，2020 年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工程已完成改造 11363

户，其中气代煤用户 1828 户、电代煤用户 9535 户，2021 年 3 月由第三

方机构河南际龙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验收报告，验收结论为均符

合设计要求和安装标准。

（二）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绩效总目标

强力推进全市冬季取暖清洁化，高标准完成冬季清洁取暖任务，有效

减少大气污染。

2. 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2020 年度力保完成全市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工程，共涉及 12 个乡镇、

96 个村的 11363 户居民（调整后），其中气代煤用户 1828 户、电代煤用

户 953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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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的要求撰写绩效自评报告，项目单位

自评打分 97分。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接受委托后，我们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撰写绩效

评价实施方案，对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人员、时间与程序作出了安排。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3 日，评价小组收集了项目资料，听取情况介绍、

检查会计记录、收集核实信息与数据、现场查看、综合分析等程序，并与

项目单位沟通交流后，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绩效评价目的

按照公共财政管理要求，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采取科学、

规范的考评办法，对专项资金支出效益情况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

综合判断资金运营状况、风险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为合理分配资金、优

化支出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等级

1.绩效评价原则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严格、客观、公正地对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资金的组织实施及

资金支出进行评价。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上述评价原则设计，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以

求严格、客观、公正地对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资金支出进行评价。指

标体系包含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方面内容，其中：

项目决策部分涉及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及资金投入指标，项目过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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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项目制度管理、项目资金管理指标，产出指标部分涉及到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及产出成本指标，效益指标部分涉及到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和项目满意度指标，四大指标分值分别为

10分、20 分、40 分、30 分，三级指标内容细分为 28个小项。

3.绩效评价等级

为了按照统一规则和标准实施绩效评价，准确地反映项目单位的绩效

实际情况，将综合绩效评价级别分为四个等级。

根据得分情况划分评价等级，得分区间与评价等级的对照关系如下：

项目 优 良 中 差

分值 得分≥90 90＜得分≤80 80＜得分≤60 得分＜60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国家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预[2020]10 号）文件的要求，由沙河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沙河市 2020 年度农村清洁取暖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2.组织实施：组建项目评价小组。首先对项目业务资料及财务资料审

查，然后进行现场勘查、满意度调查等程序；其次，根据各种资料及现场

情况进行项目管理绩效和结果绩效评分，然后进行计算、汇总；最后，以

其汇总分数作为该项目评价得分。

3.沟通确认：与项目实施单位进行沟通确认评价结果。

4.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机构复核报告、加盖公章，出具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论证情况分析

根据《邢台市 2020 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要求，沙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印发沙河市 2020 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实施方案的通知》（沙政办字[2020]27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电话：0319-8251666

沙河市农村清洁取暖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第 6 页

（1）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该项目根据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管理职能范围实施，符合沙河市总体发展规划以及沙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的部门职责，得分 2 分（满分 2分）。

（2）《实施方案》完整、合理、可行，项目单位 2020 年《项目实施

方案》中明确了任务目标、实施步骤、各单位职责以及保障措施，未明确

补贴政策，扣除 0.4 分，得分 1.6 分（满分 2分）。

2.项目绩效指标情况分析

《实施方案》中明确 2020 年度力保完成全市农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

工程，工作涉及 12个乡镇、96 个村的 11363 户居民（调整后目标）。沙

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提供绩效自评报告，因绩效目标只设置总体目

标，未设置效果细化指标，使指标不完整、不明确，综合扣减 0.5 分，

得分 1.5 分（满分 2 分）。

3.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预算编制科学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根据《实施方案》中的任务数量、

标准测算，测算依据充分，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

分 3 分（满分 3 分）。

（2）资金分配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任务数进行分配，省市县分别

根据补贴政策下发补贴资金，具体下发的资金根据设备购置及安装的实际

数量、煤气及电量的实际用量情况进行发放，与实际相适应，预算资金分

配科学、合理，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1.项目制度管理

（1）管理制度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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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立了资金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财务

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实施提供了保障，得分

3分（满分 3 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

续完备，项目采购、招投标资料、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

时归档，得分 4分（满分 4 分）。

（3）项目档案的完备性

根据检查情况，项目单位招投标、项目合同、验收报告、技术鉴定、

过程记录等资料齐全并能够及时归档，得分 3分（满分 3分）。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 年度预算安排 9234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8078 万元，资金到位

率 87%，得分 2.62 分（满分 3 分）。

（2）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0 年度预算计划安排资金 14525.26 万元，资金实际支出 11129.29

万元。得分 2.3 分（满分 3 分）。

（3）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情况析

项目单位对项目资金能够实现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得分 4分（满分 4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1.项目产出数量情况

（1）设备安装数量

沙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实施方案》和更改任务后，计划完成

的气代煤数量为 1828 户、电代煤数量为 9535 户，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提供的确户台账显示已完成的气代煤数量为 1828 户、电代煤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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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5 户，得分 8 分（满分 8 分）。

（2）设备补贴发放情况

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计发放设备补贴 7735.34 万元，按照合同

已支付设备款 95%，设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3）运行补贴发放情况

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下达的任务资金中，根据历年改造计划安

排的全额运行补贴费用为 6975.80 万元，按照据实补贴原则根据用户实际

用电量、用气量核算后共需发放运行补贴及管线补助 2986.86 万元，实际

发放运行补贴及管线补贴 2986.86 万元，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2.项目产出质量情况

（1）设备安装质量

气代煤、电代煤项目均由河南际龙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验收报

告，验收结果为合格，得分 8分（满分 8 分）。

（2）设备补贴发放质量

设备补贴发放过程合理合规，并由企业、乡镇分别汇总已安装设备数

量和金额，沙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企业、乡镇报送的数量、金额明

细表后再次复核计算，确认无误后向企业发放设备补贴，涉及报送调整报

批情况的，手续完整，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3）运行补贴发放质量

运行补贴发放过程中存在台账登记信息不准确的情况，根据指标评价

体系，出现产出质量不合规情况的，根据问题个数扣减分数，每个问题扣

减 0.4 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减为 0，因运行补贴发放质量存在 1 个问题，

综合扣减 0.4 分，得分 1.6 分（满分 2 分）。

3.项目产出时效情况

（1）设备安装时效

《实施方案》第三项“进度安排”显示，双代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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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前完成验收工作，河南际龙工程技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竣

工验收报告显示验收日期为 2021 年 3 月，设备安装时效比计划时间晚 5

个月，根据指标评价体系，计划时间滞后 4-6 个月的，综合扣减 1 分，

得分 3 分（满分 4 分）。

（2）设备补贴发放时效

设备补贴除质保金外，均已发放给企业，发放时效符合规定， 得分

3 分（满分 3 分）。

（3）运行补贴发放时效

根据补助资金清算情况表，计划资金和实际支出情况，按比例计算得

分 1.28 分（满分 3 分）。

4.项目产出成本情况

项目资金发放金额未超过预算资金总额，得分 6 分（满分 6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1.项目实施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

推进农村“双代”改造工程，实现了农村地区采暖能源清洁化，通过

有效压减散煤消费，降低了污染物排放。提高了农民农村生活舒适度和洁

净度，进而改善了居住环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分 9分（满分 9

分）。

（2）经济效益

通过推进农村“双代”改造工程，改善了农村能源基础设施条件，为

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

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双代”为农

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运行补贴的发

放，降低了用户的经济成本，保障了其经济利益。

因经济效益不可量化，综合扣减 0.2 分，得分 1.8 分（满分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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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效益

通过推进农村“双代”改造工程，有效减少了散煤消费，进而改善了

生态环境。沙河市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雾霾减少， 产生了良

好的生态效益，得分 5 分（满分 5 分）。

（4）可持续影响

农村“双代”改造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可持续影响，得分 4 分

（满分 4 分）。

2.项目满意度情况

为形成对项目客观、公正的满意度评价，通过结合现场查看、电话调

查结果，我们认为该项目服务对象对设备安装、补贴发放的满意度情况较

好，90%的群众认为气代煤工程较好，运行补贴发放金额正确，少数村民

反应电代煤工程取暖效果较差，运行补贴未及时发放。根据满意度调查结

果，综合扣减 1 分，该项目满意度得分 9分（满分 10 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改造工程，组织和管理执行了相关文件、规范

的要求。财务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对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总体有效， 基

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对提升沙河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取得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

项目各项指标基本完成，绩效目标基本实现，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93.7 分,评价等级为“优”。

具体评价情况见附 1：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主要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根据《邢台市 2020 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

积极制定《沙河市 2020 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并按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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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积极开展工作，及时将各类补贴发放至企业、乡

镇。

（二）主要问题及建议

1.主要问题：

①《项目实施方案》中应明确任务目标、补贴政策、实施步骤、各单

位职责以及保障措施等项目，项目单位提供的《2020 年沙河市冬季清洁

取暖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目标、实施步骤、各单位职责以及保障措施等

项目，缺少补贴政策项目；②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设置的绩效目标细化、量化程度不足；③根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项

目资金到位率指标扣 0.38 分；④预算执行情况，根据资金清算情况表，

该指标扣除 0.7 分；⑤运行补贴发放质量，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台账登记

信息不准确的情况，根据指标评价体系，出现产出质量不合规情况的，根

据问题个数扣减分数，每个问题扣减 0.4 分，故该指标扣除 0.4 分；⑥设

备安装时效，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验收，

实际在 2021 年 3 月完成验收，故扣除 1 分；⑦运行补贴发放时效，根据

资金清算情况表，该指标扣除 1.72 分；⑧项目对农村经济和环保产业的

促进作用，该项工程，带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使得气代煤、电代煤技术

得以大规模应用，对企业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对农村经济发展有间接

促进作用。因间接经济效益不可量化，扣 0.2 分；⑨项目满意度，根据问

卷和电话调查，服务对象对项目工程和采暖效果及补贴发放满意度较高，

少部分服务对象对采暖效果不满意，扣 1 分。

3.主要建议：

①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加强预算管理，做好单位预

算编制工作，对决算结果根据预算对比分析，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②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国家冬季清洁取暖政策的理解和支

持；③加强对冬季清洁取暖工程台账管理，提高台账信息的准确性；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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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取暖改造的群众进行调查回访，及时解决改造过程中和后期取暖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七、绩效评价报告附件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二）评价机构营业执照

邢台正源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