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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

工程财政存量资金”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中兴财光华（云）审专字（2022）第 02039 号

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受牟定县财政局委托，根据《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县级预算重点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牟财绩〔2022〕6 号）、《中共云南省委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 号）等

文件要求，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组成审计评价组对

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金”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支出的管理、使用及效益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牟定县地方公路

管理段（以下简称“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对所提供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负责。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设定背景目的

2021 年，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在县委、县政府及州、县交通运输局的正确领导

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推进养护体制改革为契机，紧紧围

绕提高养护质量这个中心目标，坚持贯彻“建养并重、强化管理、深化改革、调整

结构、依靠科技、提高质量、依法治路、保障畅通”的公路管理工作方针。以实现

“通、平、美、绿、安”的公路养护为目标,提高公路养护质量及路网服务功能，

全面做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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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4〕70 号）、《财政部关于收回财政存量资金预算会计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预〔2015〕81 号）、《牟定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解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金的请示》（牟交请〔2020〕15 号）和《牟定县财政局关于

安排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牟财预〔2021〕19 号），牟定县政府同意从县财政

收回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中安排 67.51 万元给县地方公路管理段，用于解决农村公

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

2.项目立项依据

（1）《牟定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解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

套资金的请示》（牟交请〔2020〕15 号）；

（2）《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安排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牟财预〔2021〕19 号）。

（二）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牟定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解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

资金的请示》（牟交请〔2020〕15 号）和《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安排财政存量资金

的通知》（牟财预〔2021〕19 号），同意从县财政收回的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中安

排解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金 675,100.00 元给县地方公

路管理段。根据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提供的“自定义三栏明细账”及 2021 年 2 月 10

号、2021 年 2 月 12 号等收支凭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收到项目资金

675,100.00 元，支出 660,165.67 元，结余 14,934.33 元。

（三）资金使用内容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计支出 660,165.67 元。支出内容：县地方公路管

理段将其主要用于支付农村公路建设及安防工程项目工程款、前期经费以及日常办

公费用。其中用于项目支出 474,075.35 元，包括 2021 年公路宣传展板制作费、2020

年农村公路养护考核差旅费、2021 年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培训费、2020 年农村公路

统计年报会差旅费、2020 年农村公路统计汇审工作差旅费、2020 年第二批安防工

程监理费、2020 年旱厕改造及危房拆除工程材料及人工费、2020 老元勐线路面坑

塘应急修复工程款、2021 年钱牟线（驿字站至龙马池）路段应急小修工程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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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红蟠线安全隐患应急处治小修工程款、2021 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设计费、招标

代理费、监理费。用于日常办公支出 186,090.32 元，包括水电费、电话费、复印

费、办公室修缮费等。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县地方公路管理段申请项目资金时设定的项目年度目标是：牟定县交通运输局

下属事业单位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2019 年以来建设的 7个工程项目前期费用和工程

款 219.48257 万元，无开支来源。其中 2019 年第一批安防工程设计费 17 万元，2019

年第一批安防工程一标段监理费 9.3 万元；2019 年第一批安防工程二标段监理费 7

万元；2019 年第一批安防工程三标段监理费 8.8 万元；2019 年第二批安防工程设

计费 8万元；2019 年第二批安防工程监理费 10.8 万元，重建项目 24.078005 万元；

2018 年第一批安防工程 10.08 万元；江坡至石洞“畅返不畅”路面应急修复工程

款 124.424352 万元。因此请示县人民政府将县交通运输局上缴的 67.513358 万元

工程项目存量资金安排给县地方公路管理段，用于支付 2019 年至 2020 年农村公路

养护工程及项目前期费用。

根据《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2021 年计划管理方案》，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2021

年计划管理总目标是：在楚雄州交通运输局、州地方公路管理处的指导、关心和帮

助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交通运输局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牟定县人民政府《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细则》、《楚雄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目标责任书》、

《楚雄州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评定表》的要求及《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

路养护与管理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实现“通、平、美、绿、安”作为农村公

路养护工作目标,认真贯彻“建养并重、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提高质量、

保障畅通”的公路管理工作方针。认真做好日常养护、大中修工程实施、雨季前的

水毁防治、水毁抢险保通、安全生产等工作，进一步深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

革，健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年度绩效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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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工程验收标准
合格及以

上等级

时效指标 按照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成本指标 按照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67.51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方便沿线群众出行，促进交通运输发展 ≥50

社会效益指

标
受益群众户数 ≥52310户

生态效益指

标
治理公路沿线垃圾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养护工程使用年限 ≥2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区群众满意度 ≥95%

根据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提供的绩效目标表，存在部分绩效目标未通过清晰、可

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予以体现，未设定最能体现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实施

部门职能履职情况的关键的、核心的绩效指标，且个别指标的度量单位不明确，容

易造成理解误差等。绩效评价小组在与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充分沟通后，根据提供的

绩效目标申报表，并结合本项目设定的背景、目的及依据等，将本项目部分绩效目

标、绩效指标及指标值设定如下：

1.绩效目标

用拨付资金解决部分 2019-2020 年农村公路建设及安防工程缺口资金和项目

前期经费县级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

2.绩效指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 较大提升

提高突发性事故的处理能力 较大提高

日常养护达标率 ≥98%

生态效益

指标

公路沿线垃圾（废土垃圾及建筑材料）治理 较大改善

公路绿化美化、平整，无破损、倾斜、倒塌 效果显著

可持续性 养护工程使用年限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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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五）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实施主体。项目以县地方公路管理段为实施单位，以财务处为资金拨付

部门。

2.资金安排标准或依据。项目资金安排无明确的标准，资金使用范围模棱两可。

3.财务管理。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制定了《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财务管理制

度》、考勤制度等财务制度和《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考核办

法》等业务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合法、合规、完整。规定了严格的

审批制度。但对专项资金的管理还有待加强，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款

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项目资料整理规范，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

支撑等相对落实到位。

资金管理上主要执行《政府会计准则》。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绩效自评概述

无自评情况。

（二）绩效自评结论

无自评情况。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 年修订）；

2.《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见》（云

发〔2019〕11 号）；

3.《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云财预〔2015〕295 号）；

4.《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县级预算重点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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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牟财绩〔2022〕6 号）；

5.《牟定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解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

金的请示》（牟交请〔2020〕15 号）；

6.《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安排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牟财预〔2021〕19号）。

（二）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实施了审阅资料、实地评

价、交换和反馈意见、小组讨论等程序。通过资料收集、数据填报、案卷研究、实

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实地评价。对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建设项目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结合现场核实情况和资金到位使用及结余

情况的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

本项目绩效评价以 100 分计，设项目决策、项目执行、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4

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19%、20%、30%、31%。在此基础上设定 13 个二级指标

（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产出质量、

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满意度）。设 22 个三级

指标。

2.评价标准

（1）项目整体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

（2）由审计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对各单项指标分别进行独立打分。

（3）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

（4）评价结果：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得分≥90

分）；良（80 分≤得分＜90 分）；中（60≤得分＜80 分）；差（得分＜60 分）。

具体方法可以采用以下 5种方法中的一种，也可多种评价方法并用：目标比较

法、成本效益法、历史比较法、专家评价法、问卷调查法、横向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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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来源

绩效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由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提供的资料。

四、绩效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支出绩效评价综合

评分 66.77 分，评价等级“中”。综合评价结论：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建设项目立项不够明确，除资金文件外，无具体的立项资料；项目目标任务数或

计划数不明确，模棱两可，项目绩效目标、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与实际工作内

容相关性不大，绩效目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未对资金投入做

预算编制；资金使用合规性较差，未做到专款专用，未按拟定的制度执行；效益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群众出行的便捷度，减少了道路突发事件的发生，改善了沿

线公路的生态环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综合结论：项目主要绩效目标基本实现。项目实施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显著，可持续性影响一般，受益对象满意度达 100%等。

（三）绩效自评与评价差异分析

无自评情况。

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指标满分 19 分，评价综合评分 9分（占该项满分值的 47.37%），具

体情况分析如下：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满分 6分，评价综合评分 5分。

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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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够与《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2021 年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计划》、《牟

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 2021 年计划管理方案》及部门职能职责等相匹配、适应，属

于部门履职所需。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未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根据《牟定县交通运输局关于解

决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县级配套资金的请示》（牟交请〔2020〕15

号）和《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安排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牟财预〔2021〕19 号），

项目资金经县政府领导批示同意，立项程序规范，但立项依据不足。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指标满分 7分，评价综合评分 3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性不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

无法通过实际工作内容体现。实际使用资金量与资金文件下达确定的项目资金量相

匹配，符合客观实际、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等。

设定的绩效目标将项目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但三级指标设置过

少，部分绩效目标未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予以体现，未设定最能体现

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实施部门职能履职情况的关键的、核心的绩效指标。

如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

3.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指标满分 6分，评价综合评分 1分。

项目支出未编制预算，资金分配与地方实际相适应，计划内容与项目实际实施

内容不匹配。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管理满分 20 分，评价综合评分 8.89 分（占该项满分值的 44.45%），具

体情况分析如下：

1.资金管理指标满分 10 分，评价综合评分 3.89 分。

（1）资金到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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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指标满分 2分，得 2分。

2021 年安排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675,100.00 元，

根据提供“自定义三栏明细账”及 2021 年 2 月 10 号凭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675,100.00

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指标满分 2分，得 1.89 分。

项目安排资金 675,100.00 元，根据“自定义三栏明细账”及 2021 年 2 月 12

号等支出凭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计支付相关费用 660,165.67 元，预算

执行率为 97.79%。

（3）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满分 6分，扣 6分，得 0分。

项目安排资金 675,100.00 元，实际到位资金 675,100.00 元，实际使用资金

660,165.67 元，资金使用不符合资金文件规定的用途，用项目资金支付办公费，

存在部分资金的拨付无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的情况。

2.组织实施指标满分 10 分，评价综合评分 5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满分 2分，得 2分。

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已制定《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财务管理制度》、考勤

制度等财务制度和《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考核办法》等业务

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相对比较合法、合规、完整。

（2）制度执行有效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满分 8分，扣 5分，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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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制定了《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了严

格的审批制度。但对专项资金的管理还有待加强，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做到

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项目资料整理规范，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相对落实到位。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项目绩效指标满分 61 分，评价综合评分 48.88 分（占该项满分值的 80.13%），

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项目产出

项目产出指标满分 30分，评价综合评分 21.73 分。

2021 年计划使用 675,100.00 用于解决 2019-2020 年农村公路建设及安防工程

缺口资金和项目前期经费县级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际

使用资金 660,165.67 元，完成率 97.79%，记 9.45 分，其中实际用于项目相关的

工程款、前期费等合计 474,075.35 元，质量达标率 70.22%，记 2.56 分；资金未

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按拨付进度计算完成及时率为 97.79%，记 4.72

分，成本节约率 2.21%，记 5分。

2.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指标满分 31 分，评价综合评分 27.15 分。

（1）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满分 16 分，得 13.15 分。

①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

通过对农村公路实施养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出行便捷度。通过现场勘

察，农村公路通畅，出行较为便捷。

②提高突发性事故的处理能力

牟定县地方公路段制定了《农村公路水毁预防和抢险保通应急预案》、《楚姚

公路地质灾害地段抢险保通应急预案》、《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相关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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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道路突发事件

的发生。

③日常养护达标率

日常养护主要工作内容有：1.日常养护人员对责任路段（含桥涵）进行清理，

清除路面、路肩堆积物，修整路肩、边坡，疏通排水沟；2.对责任路段(含桥涵)

进行巡查，制止侵害路产、侵犯路权行为，发现问题，及时上报。3.对倾斜、污损

标志(牌)进行维护、擦洗，损坏严重或有缺失及时上报。4.对责任路段的路容路貌

要做到路基无坍方，水沟畅通，路肩无杂物、边坡无高草(上边坡高 1.1 米范围)，

绿化较好，路面无坑塘和较大病害。5.进入汛期后，加大对责任路段的巡查次数，

特别是地质灾害地段，做到每次雨过后巡查一次，并将巡查情况当天汇报给县地方

公路管理段办公室。通过检查农村公路养护质量巡查表、农村公路养护巡查通知单、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目标责任书、农村公路养护质量巡查评分季度汇总表及 8

条公路 2021 年度养护质量巡查评分年度汇总表等资料，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出

公路养护质量加权评分 90.69 分。

（2）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满分 5分，扣 1分，得 4分。

治理了公路沿线垃圾（废土垃圾及建筑材料），使公路绿化美化、平整，无破

损、倾斜、倒塌，改善了道路周边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作为县政府工作部门，严格履行部门职责。做好农村公

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使得牟定县的经济社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4）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满分 5分，得 5分。

通过对 20 份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服务对象对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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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情况比较满意。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无。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管理不到位

1.目标管理履职不到位

根据县地方公路管理段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部分绩效目标未通过清晰、可

衡量的指标及指标值予以体现，未设定最能体现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实施

部门职能履职情况的关键的、核心的绩效指标。如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

2.绩效跟踪履职不到位

无绩效跟踪报告。

上述做法与《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 号）中“三、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预算单位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要根据国务院

编制预算的总体要求和财政部门的具体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

及事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编制预算绩效计划，报送绩效目标。

报送的绩效目标应与部门目标高度相关，并且是具体的、可衡量的、一定时期内可

实现的……。”规定不符。

（二）审批程序不合规

抽查发现，存在审批程序不完整的情况，如：2021 年 11 月 22 号凭证，支付

制作宣传展板费用、2021 年 12 月 17 号凭证，支付办公室修缮费、2021 年 12 月

34 号凭证、37 号凭证、38 号凭证支付 2021 年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设计费、招标代

理费、监理费，无单独的资金使用审批单，仅在原始单据上发现单位领导“同意列

支”字眼，且列支来源不明。

以上做法，与《牟定县地方公路管理段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收支审批制

度，发生的各项开支都必须由经办人填写并注明支出事由(用途)、项目、并有经办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第 13 页，共 16 页

联系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拓东路 41 号澜沧江大厦 20F 邮编:650051

人、证明人签名(特殊情况除外)”等规定不符。

（三）未做到专款专用

检查发现，有 186,090.32 元被用于支付县公路管理段日常办公费用，不符合

《牟定县财政局关于安排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牟财预〔2021〕19 号）要求使

用的用途。

八、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首先，对部门的职能进行梳理，确定部门履职的各

项具体工作职责；其次，结合部门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预计部门在本年度

内履职所要达到的总体产出和结果，将其确定为部门总体绩效目标，以定量和定性

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再次，将所要实现的部门总体绩效目标转化为具体的

实施内容，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岗位和责任人，并设定衡量工作任务实现程度的绩效

指标；最后，依据预算支出标准和要求测算出完成工作任务所需的工作成本。通过

绩效目标的细化、量化编制，不断丰富政府绩效考核、部门岗位责任制、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审计绩效监督的工作内涵，充分发挥结果导向作用，做到预算执行有据

可依，绩效审计有据可查，逐步达到财政支出科学精细化管理要求。

（二）进一步加大绩效评价制度建设和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在制度上

加强规范管理，在执行中加大督促力度，让绩效评价工作真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

标准化的新台阶，同时提高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水平，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明确责

任，制定由相关部门牵头、各部门参与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

创造好的条件；加强队伍建设，抓好绩效评价管理队伍的建设和业务指导，培育组

建专家队伍，并加强业务培训；建立长效机制，把绩效评价作为各部门的日常性工

作，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

（三）加强资金使用管理，认真学习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准则》及运用指南和

解释；规范资金使用合规性和会计核算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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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农村公路建设及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财政存量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及评分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昆明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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