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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市刘石岗乡、柴关乡和册井乡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建设项目

绩 效 评 价 报 告

正源咨报（2021）第 003 号

沙河市财政局：

我单位接受贵方委托，对沙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沙河市国土

资源局）承担的沙河市刘石岗乡、柴关乡和册井乡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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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是沙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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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施程序：前期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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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和《河北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 年）》，坚持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保护，融合现代农业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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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技术推广应用、精准扶贫、污染耕地修复等多元化实施目标，通过

土地综合整治，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提质改造、未利用地开发、粮

食产能提升。

项目区位于沙河市刘石岗乡、柴关乡、册井乡和白塔镇，四至范围为

东至塔子峪村旱地，西至安河村旱地，南至温庄村旱地，北至塔子峪村村

庄，经纬度坐标是东经114°7′46″-114°15′26″之间，北纬 36°51′

34″-36°56′19″之间。涉及安河村、东柳泉村、樊下曹村等十七个行

政村。项目区东部地区为丘陵，西部地区为低山区，项目区总体海拔高度

在 250-410m 之间。

项目主要任务是通过配套完善灌排、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主要工程为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

程、田间道路工程和农田林网工程。项目总规模 30457938m2,项目实施后

建成高标准农田 22105780m2,新增耕地面积 356730m2。

项目计划建设期 3年，从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12 月，其中 2017 年

为项目准备阶段，2018 年为全面组织实施阶段，2019 年为项目验收和全

面总结推广阶段。

项目建设标准需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标准》及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二）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 5 月，邢台市国土资源局对该项目下达了立项通知（邢国土

资函字【2018】第 59 号），项目预算总投资 7636.7371 万元。2018 年 9

月沙河市财政局对项目进行了评审（沙评审【2018】234 号），评审结论：

预算申报金额 67816863 元，评审建议金额 63226093 元，审减金额为

4590770 元，审减率为 6.77%。其中：工程施工费及设备购置费 62600092

元，工程监理费 626001 元。

2018 年 10 月，项目单位就该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项目共分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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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段，工期要求在 2019 年 4月 30 前完成，经过公开招标，确定邢台市

耀顺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河北科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邢台市华通市

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 11 家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61915272.17

元。

目前，建设项目已完工，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

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标段施工单位办理了竣工报告，项目单位对

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标段出具了初验报告，均通过初步

验收。

（三）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7636.7371 万元，资金来源为省级下达的高标准农田

补助资金及沙河市配套的未利用地开发资金。截止评价日，财政拨付资金

34193544.09 元，项目单位支付项目资金 34193544.09 元，其中：2020 年

财政拨付资金 33556850 元，支出 32458672.21 元，年末转回财政

1098177.79 元；2021 年财政拨付 1734871.88 元，支出 1734871.88 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

1. 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土地整治，可新增耕地面积 35.6730hm²，新

增耕地平均国家利用等为 12.75。

2. 提高耕地质量。通过道路及排灌设施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将有

效改善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 2001.8887hm²，建

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2210.5780hm²，耕地等别提高 0.33 等，粮食产能增产

0.025 亿斤。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因项目还未最后结算，审计部门也未出具结算审计报告，沙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未进行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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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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对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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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对专项资金支出进行评价。指标体系包含项目立项、

项目过程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满意度五方面内容，其中：项目立

项部分涉及到项目立项论证规范性、项目绩效指标科学性指标；项目过程

管理部分涉及项目业务管理、项目财务管理指标；项目产出指标部分涉及

到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指标；效益指标部分涉及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标；满意度指标部分涉及到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五大指标各占总分的 10%、25%、30%、28%、7%，评分内容

一共细分为 23个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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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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分值 得分≥90 90＜得分≤80 80＜得分≤70 得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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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市刘石岗乡、柴关乡和册井乡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建设项目进行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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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总分值 10 分

1. 项目立项论证充分性，分值 3 分。项目申请由项目单位提出、立

项由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复，项目设计、实施方案合理、可行，得

3分。

2. 项目预算细化程度，分值 2 分。项目预算编制按规定的支出内容

分解、细化到每一个支出细目；预算编制依据充分、合理，得 2分。

3. 项目绩效目标政策相关性，分值 2 分。根据项目单位的项目设计

报告，项目建设目标符合国家政策、部门事业发展纲要或规划，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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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的匹配性、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分

值 3分，项目单位未设置项目绩效考核目标，项目设计报告仅有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扣 1分，得 2分。

（二）项目过程管理，总分值 25分

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 3 分。项目单位提供了沙河市国土资

源局刘石岗乡、柴关乡和册井乡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九项制度”，但

是细则未制订，扣 0.5 分，得 2.5 分。

2.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分值 4 分。根据查看项目执行文

件、关注项目管理程序、采购程序、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落实情况，项目

在时效方面存在问题，扣 1 分，得 3分.

3. 项目档案资料完备性，分值 3 分。根据查看项目档案资料，主要

包括项目招标资料、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过程记录等资料

是齐全并及时归档，得 3分。

4. 资金到位率，分值 4 分。项目预算资金 6322.6093 万元，实际到

位资金 3419.3544 万元，到位率 54.08%。扣 1.84 分，得 2.16 分。

5. 资金支出进度，分值 4 分。根据计算资金支出进度为 67%，扣 1.32

分，得 2.68 分。

6. 资金管理规范，分值 3 分。经检查，资金使用合规；资金管理、

费用支出符合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规范。得 3分。

7. 预算执行率，分值 4 分。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金拨付凭证、资

金支付凭证，计算预算执行率。得 4分。

（三）项目产出，总分值 30 分

1. 新增耕地面积，分值 3 分。根据项目设计报告通过土地整治后新

增耕地面积 356730m2，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实际新增耕地面积

330537m2，扣分 0.22 分，得 2.7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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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分值 3 分。根据项目设计报告通过土地整

治后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22105780m
2
，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实际

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18375499m2，扣分 0.51 分，得 2.49 分。

3. 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分值 3 分。根据项目设计报告通过土地整

治后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 20018887m2，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实际

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 17494311m
2
，扣分 0.39 分，得 2.61 分。

4. 新增粮食产能，分值 3 分。项目建成后小麦、玉米每年增产 0.025

亿斤/年，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实际新增 0.036 亿斤/年，得 3 分。

5. 耕地质量等别提高 0.33 等，分值 3 分。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

告，得 3分。

6. 质量指标，分值 8 分。考核项目目标是否达到效果，项目产出是

否达到绩效目标，根据竣工报告和等别评定报告，得 8 分。

7. 产出时效，分值 7分。该项目计划为 3年，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根据实际情况，尚未完全竣工，扣除 2分，得 5 分。

（四）效益指标，总分值 28分

1. 经济效益，分值 7分。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 33.0537hm2,

新增水浇地面积 1837.5499hm
2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整治前土地种植

结构以玉米为主，整治后土地种植结构以玉米和小麦为主。根据测算，实

施后每年新增耕地粮食产能 163616kg，提质改造耕地新增粮食产能

1653795kg，合计新增粮食产能 1817411kg；项目实施后, 项目区基础设

施条件得到全面完善，投产后生产力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

实际投资回收期会高于计算值，经济效益会更为明显。得 7分。

2.社会效益，分值 7 分。土地整治项目旨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髙

其质量，增强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项目实施将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通

过土地整治，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增强了农业后劲，

保证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项目完成后新增耕地面积 33.0537hm2,新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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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地面积 1837.5499hm2，可使农民受益，缓解当地人地紧张关系，确保沙

河市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现。项目实施将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使土地利

用更合理。通过土地整治，按照项目区综合效益最佳为建设目标明确各类

用地面积，将其纳入土地用途管理,合法经营土地，对合理使用土地资源、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土地整治，耕地数量增加，提高

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和土地的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整治后土地的

合法使用得到确认，将减少今后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各种纠纷，这

均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得 7分。

3. 生态效益，分值 7 分。通过土地整治，将使项目区内小环境得到

调节，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的基础上，保证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将使农业生态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改善项目区所在地自然环境、生活环境，

加快农业生产步伐，有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得分 7 分。

4. 可持续影响，分值 7 分。依据耕地质量等级评定报告，该项目实

施前，项目区耕地原国家平均自然等别为 9.8 等，原国家平均利用等别为

13.3 等，原国家平均经济等别为 13.0 等。项目实施后，项目区耕地原国

家平均自然等别为 8.4 等，原国家平均利用等别为 12.9 等，国家平均经

济等别为 12.8 等，耕地质量均有不同程度提高。通过对项目区田块进行

土地平整、修建田间道路、配套水利设施、林网等综合治理，改善了农作

物生长条件，提高了耕地质量和产出能力；将废弃的道路、沟渠、坑塘及

边角地等整理复垦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多地

少的矛盾，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整理区域农业生产总值，带来了

直接经济效益。另外，土地整理后农业生产成本显著降低，表现为农户的

劳动成本和生产物资投入都相应减少。这些成本的节约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一是由于田块集中节约的劳动成本，二是田块规整后大面积推广机械

化耕作节约的生产成本，三是通过完善灌溉设施提高粮食单产。通过项目

的实施，耕地等别的提高，项目将产生较大的可持续影响，得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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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分值 7 分，得 7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沙河市刘石岗乡、柴关乡和册井乡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建设项目资金使

用方向基本符合相关规定，通过项目的实施，新增和提质改造了耕地，基

本达到了项目绩效目标，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未发现资金

挤占、挪用情况。但在资金拨付、细化绩效目标、项目时效等方面存在一

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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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2 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具体评价情况见附 1：项目绩效指标明细表。

六、主要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 项目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的匹配性、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扣

1分；

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扣 0.5 分；

3.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扣除 1分；

4. 资金到位率，扣除 1.84 分；

5. 资金支出进度，扣 1.32 分；

6. 新增耕地面积，扣 0.22 分；

7. 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扣 0.51 分；

8. 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扣 0.39 分；

9. 时效指标，扣 2 分。

（二）建议

1. 绩效指标尽量做到细化，日常做好指标考核的基础工作;

2. 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做好执行制度日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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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绩效考核打下基础。

3. 严格资金支出进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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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