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晋伍纬绩效评【2019】第 039 号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

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名称：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包村增收、定点扶贫）

资金 

项目单位：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的 54 个贫困村 

委托单位：朔州市财政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机构：山西伍纬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229 号省贸易大楼 602 室 

邮政编码：030001  

联系方式：0351-4239141 

电子邮箱：sxwwjx@163.com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 

绩效评价项目职责分工 

 

 

 

 姓名 职称 学历 经验 分工 

组长 侯  磊 会计师 学士 具有绩效评价经验 
统筹评价活动、组织修改

方案、评价报告 

成员 

张剑英 高级工程师 硕士 具有绩效评价经验 
主要负责方案制定、现场

评价、调研、起草报告 

杜  娜 初级评价师 硕士 具有绩效评价经验 
现场调研、数据分析、评

价方案起草 

赵  强 初级评价师 学士 具有绩效评价经验 
现场调研、数据分析，起

草、修改校对评价报告 

周令畅 评价助理 学士 参与绩效评价 
现场调研、数据分析、起

草问卷调查报告 

邢孟妮 初级评价师 学士 参与绩效评价 配合现场检查，发放问卷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目  录 
摘  要 ..............................................................................................................................................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 8 

（一）项目概况....................................................................................................................... 8 

（二）项目绩效目标............................................................................................................. 16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7 

（一）绩效评价目的............................................................................................................. 17 

（二）绩效评价思路............................................................................................................. 17 

（三）评价依据..................................................................................................................... 18 

（四）评价方法..................................................................................................................... 19 

（五）评价原则..................................................................................................................... 19 

（六）评价基准日................................................................................................................. 20 

（七）评价范围..................................................................................................................... 20 

（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21 

（九）绩效评价流程............................................................................................................. 25 

（十）抽样调查..................................................................................................................... 26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28 

（一）资金投入..................................................................................................................... 28 

（二）资金支付..................................................................................................................... 30 

（三）资金监管..................................................................................................................... 31 

（四）资金使用成效............................................................................................................. 32 

（五）加减分指标................................................................................................................. 38 

四、评价结论 ................................................................................................................................ 39 

（一）评价结果..................................................................................................................... 39 

（二）县（区）得分............................................................................................................. 39 

（三）评价结论..................................................................................................................... 40 

五、结果应用建议 ........................................................................................................................ 41 

六、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 42 

（一）主要经验..................................................................................................................... 42 

（二）存在问题..................................................................................................................... 43 

（三）改进建议..................................................................................................................... 44 

附件 1：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46 

附件 2：满意度调查报告.............................................................................................................. 56 

附件 3：访谈记录 ......................................................................................................................... 66 

附件 4：现场照片 ......................................................................................................................... 75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1 

 

摘  要 

一、基本情况 

朔州市委市政府为响应《关于坚决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文件精神，由朔州市人民政府制

定了《朔州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朔政发〔2017〕81 号），

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坚决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将“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2018

年，朔州市财政局根据市级预算通过《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朔财农〔2018〕30 号）文件下达市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65 万，各脱贫县人民政府以脱贫规划为引领，以

重点项目为平台，在统筹规划、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将市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分配到朔州市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的

54 个贫困村。资金共计支出 644.79 万元，结余资金 20.21 万元。项

目实施内容主要为改善当地村容村貌、为贫困户购买农机设备、安装

光伏发电设施、产业发展项目（牛羊养殖、农作物种植）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体目标 

促进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人

居环境，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益，发展特色产业，巩固提高脱贫攻坚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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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年度目标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详细情况见

下表 0-1： 

表 0-1  各地区绩效目标情况表 

地区 主要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朔城区 其他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平鲁区 

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光伏扶贫项目 

产业扶贫项目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680 户 

改善贫困村生活条件≥22

村 

项目完成及时性：当年完成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680 人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800 元 

村集体年收入≥1 万元 

群众满意度≥95%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山阴县 

基础建设项目 

设备购置 

光伏项目 

特色产业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竣工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应县 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右玉县 

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光伏扶贫项目 

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竣工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受益贫困人数≥842 人 

 

三、评价结果与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

金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77.92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合格”。具体

得分情况见表 0-2 所示。关键指标得分情况见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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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 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资金投入 资金支付 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成效 加减分项 合计 

权重 10.00 10.00 12.00 68.00 +3 或-15 100.00 

分值 4.67 9.10 7.78 56.37 0 77.92 

得分率 46.70% 91.00% 64.83% 82.90% 0 77.92% 

 

 
图 0-1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析图 

 

（二）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指标分析可以得出：在资金投入方面，项目立项资金符

合扶贫政策规定，资金落实到位；在资金支付方面，五个县（区）基

本做到了及时支付项目资金，资金支付效率较高；在资金监管方面，

五个县（区）公告公示制度执行有效，县级主管部门及乡（镇）主管

部门均对实施项目进行了公告公示，有利于大众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

监管，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和透明度，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

在资金使用成效方面，项目完成率为 100%，项目验收合格率为

95.83%，项目针对贫困人口 2775 人开展实施，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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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 98.51%，项目实施后贫困人口有所减少，朔州市在 2018 年底

完成了整体脱贫，这些都表明本项目的扶贫资金使用成效良好，巩固

了脱贫攻坚成果。 

但也存在项目绩效目标不合理、不匹配，绩效目标不够明确不够

细化的问题，同时各县（区）还存在未提供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材料和项目工作运行机制资料、在项目完成后未进行绩效自评价等问

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扶贫项目和资金的综合绩效水平，也影响了这次

绩效评价的评分和等级。 

四、主要经验、存在问题 

（一）主要经验 

1.围绕重点，确定项目，精准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直接到村，由村委和驻村

干部根据村里扶贫实际情况，围绕精准扶贫、脱贫致富和改善基础设

施等重点，确定项目，精准实施，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2.领导帮扶，包村增收，产业扶贫，提高贫困人口人均收入 

本次专项资金特点为“领导包村增收，帮扶产业扶贫”，共计投

入“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项目资金 665 万元，各村帮扶干部结

合当地产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并出智出力，有效推进了产业扶贫

项目的进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帮扶任务，确保按期脱贫 

评价组调查的 20 个贫困村均有驻村工作队进行帮扶。帮扶工作

队严格执行朔州市党员干部挂钩包保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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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签订帮扶承诺书，严格落实帮扶任务，指导扶贫项目实施，确保

扶贫项目实现其目标，确保贫困户按期脱贫。 

（二）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 

在本次评价过程中，查阅项目村提供的项目绩效目标表，有的目

标与实施内容不匹配、有的目标不够明确，有的目标虽然明确但未进

行细化量化。这些问题都是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直接影响了

扶贫项目和资金的综合绩效。 

2.部分区县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相关资料 

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资料及记录；

平鲁区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制度。这些问题说明这些县（区）项目监

督检查制度执行的不到位，不利于项目资金风险的防控，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次绩效评价的分值和等级。 

3.部分区县未提供工作运行机制相关资料 

根据政策文件规定，各县（区）应建立扶贫项目工作机制。这些

机制运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扶贫项目绩效在社会各界和上级部门对扶

贫项目资金的了解程度、支持力度和评价的认可度。在这次绩效评价

过程中，项目实施村及其主管部门没有提供其工作运行机制的相应佐

证材料。 

4.项目实施后未进行项目绩效自评价 

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要求，“年度预算执行终了，

市县级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填报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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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对未完成目标的分析原因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本次

评价过程中，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在项目完成后

均未进行项目绩效自评价。 

（三）改进建议 

1.重视绩效目标管理，科学编制绩效目标 

一是加强各县（区）对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各级财

政部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的学习。二是明确要求项

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扶贫工作中，做好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工

作、绩效监控工作、绩效自评价工作。三是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实际

情况，结合项目产出、效益指标，设立科学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

绩效目标。 

2.完善监督检查制度，提高制度执行有效性 

各县（区）要严格完善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制度，加强扶贫项目监

督检查，围绕保障扶贫工作任务，把扶贫项目落实情况作为监督的主

要内容，针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发现问题较多的领域，做细做实做

深责任追究；对于项目资金管理，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规范资金

使用。 

3.加强管理，确保工作机制健全有效 

一是健全扶贫培训机制；二是建立宣传报道奖励机制；三是借助

现代网络信息平台，为扶贫信息撰写、报送、反馈等提供更多的渠道。  

4.高度重视项目自评价工作 

项目完成验收后，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及时开展项目绩效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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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填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对完成情况进行上报。二是对未完成

绩效目标的实施单位，各县（区）财政局和扶贫办要求其分析未完成

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三是各县（区）财政局应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实施单位改进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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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受朔州市财政局委托，山西伍纬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665 万进行绩效评价，本次市级专项

扶贫资金用于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项目。在评价的过程中,评价

组通过实地核查，查阅右玉县、平鲁区、应县、朔城区、山阴县各主

管部门提供的项目资料、项目实施方案等资料，完成了必要的绩效评

价程序，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的原则，采

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从资金投入、资金

拨付、资金监管和资金使用成效四个方面对市级扶贫资金进行了评

价。现将有关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从贫困现状看，2015 年底，我国还有 5630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 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12.80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地区县级财力薄弱，基础设施

瓶颈制约明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产业发展活力不强，结

构单一；粗放式资源开发模式难以为继；贫困人口就业渠道狭窄，转

移就业和增收难度大等问题是目前脱贫路上遇到的主要困难。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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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规划》强调，到 2020 年，

稳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简称“两不愁、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全面落实全省脱贫攻坚推进大会精神，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

战，山西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山西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晋

政发〔2017〕16 号），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

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截止 2018 年底，山

西省共有 26 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2255 个贫困村退出，64.9 万人

脱贫。 

朔州市委市政府为响应《关于坚决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文件精神，朔州市人民政府制定

了《朔州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朔政发〔2017〕81 号）。《规

划》中提到，“十三五”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是扶贫开发，为此

朔州市成立了由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组，制定出台了

《关于坚决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全力推进、精准实施

脱贫攻坚八大工程 20 项行动，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做出了

全面战略部署，表明了如期实现同步小康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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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右玉县、平鲁区和山阴县脱贫摘帽，朔州市实现整体脱贫。 

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工作作为朔州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

作。2018 年，朔州市财政局通过《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朔财农〔2018〕30 号）文件下达预算资金

665 万，资金主要用于市四大班子成员、副厅级领导驻村联系点的产

业发展、科技推广和项目建设，以及部分贫困村的扶贫项目完善，资

金由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共同商议，确定项目内容后开展

实施。资金直接分配到朔州市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

县的 54 个贫困村。资金支出 644.79 万元，结余资金 20.21 万元。项

目实施内容主要为改善当地村容村貌、为贫困户购买农机设备、安装

光伏发电设施、产业发展项目（牛羊养殖、农作物种植）等。详见下

表 1-1： 

表 1-1 资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平鲁区 朔城区 山阴县 应县 右玉县 合计 

村数 22 2 8 1 21 54 

分配资金 265 15 90 10 285 665 

支出资金 251.80 15 90 10 277.99 644.79 

结余资金 13.20 0 0 0 7.01 20.21 

 

2.立项依据 

（1）《“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国发〔2016〕64 号）； 

（2）《山西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晋政发〔2017〕16 号）； 

（3）《关于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4）《朔州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朔政发〔2017〕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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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坚决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6）《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朔财农〔2018〕30 号）； 

（7）《关于下达 2018 年度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工作联系点

扶贫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朔扶贫字〔2018〕29 号）。 

3.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扶贫资金的类型，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项目的主要类型为产业

扶贫项目、光伏扶贫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备购置项目。

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全市 5 个县（区）24 个乡（镇）54 个贫困村。 

具体项目村实施情况见表 1-2。 

表 1-2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内容情况表 

县（区） 类别 
项目

村数 
实施内容 

右玉县 

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项目 

9 

破虎堡村：砌石头墙 357 立方米，并水泥混凝土压顶

3.8 立方米；毛石墙勾缝 714 平方米；红砖平铺人行

道 403.2 平方米； 

大堡村：新建树木围栏 970 米和绿化补植； 

十里铺村：广场硬化 2700 平方米、村委会修缮工程、

新建厕所一座； 

杀虎口村：公共厕所、全村街道及入户路面硬化 

马营河村：村绿化、广场 

曹家堡村：文化广场建设、村委会修缮 

白塘村：美化绿化 

袁家村：村内街巷砌垛口墙、花栏墙、地面铺砖 430

平方米和部分残垣断壁进行修缮抹面 1130 平方米、

墙体硬化粉刷 

金牛庄村：村委会修缮 

设备购置

项目 
2 

马堡村：购买切草机 23 台、磨粉机 8 台、粉碎机 1

台、旋耕机 1 台、五华犁 1 部、门楼一座、植树 1100

株； 

后沟村：购买手推车 22 台、粉碎机 21 台、淀粉分离

机 14 台、铡草机 1 台、护栏网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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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类别 
项目

村数 
实施内容 

光伏扶贫

项目 
4 

薛家堡村：安装 80 套太阳能应急照明设备； 

胡村：新建 12.5KW 光伏电站 1 个 

赵官屯村：新建 10.26KW 光伏电站 1 个 

道杨村：新建 10KW 光伏电站 1 个 

产业扶贫

项目 
6 

中碾头村：购置羊 72 只，每户 4 只 

西碾头村：种植籽种、化肥 

牛家堡村：果树种植 1800 株 

野场村：资产收益（入企） 

马莲滩村：种猪购置 99 头 

前鹰卧山村：乡村磨坊建设 

朔城区 
设备购置

项目 
2 

黄水河村：购置玉米收割机 1 台 

大莲花村：购置洒水车 1 辆 

应县 

产业扶贫

项目 

光伏扶贫

项目 

1 
将台背村：黄芪种植 385 亩、种子购买 32 斤及人工

劳务费、20.52kw 光伏电站项目支付尾款 

山阴县 

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项目 

5 

刘家窑村：新建村级卫生室 100 ㎡；新建公厕 1 座、

维修房顶，更换彩钢屋顶 590 ㎡；村容村貌垛口墙 288

米，垃圾池 2 个；维修农田路等 

西短川村：修院墙、村委会 

南屯村：村容村貌 

吴家坪村：小杂粮加工工厂厂房建设（主体结构、屋

顶、窗户、室内外抹灰） 

设备购置

项目 
1 

后山村：小杂粮加工厂厂房建设、购买加工设备及配

电设备；硬化村中部分街道、整治残垣断壁 

光伏扶贫

项目 
1 闫家窑村：新建光伏设施 

产业扶贫

项目 
1 后榆林村：买羊、修路、栽树 

平鲁区 

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

项目 

5 

雄沟梁村：石砌护墙、砖砌墙、抹灰；进村道路两侧

绿化、种樟子松 1000 株 

另山村：公路两边砖砌花栏围墙；加油站至沟湾栽松

树，另山车站三岔路填沟壑土、砌花栏围墙种花；从

水头坪至下井坪公路两边清理垃圾。 

石洼村：石洼村麻河河道改造；东山上街道硬化 

蒿沟村：进村路硬化 

刘家窑村：村容村貌 

设备购置

项目 
3 

下乃河村：新型清选机 2 台；修筑砖墙 370m（下乃

河、南坪） 

六百户村：新建村集体大棚 

江坪村：购买拖拉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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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类别 
项目

村数 
实施内容 

光伏扶贫

项目 
7 

黑辛庄村：新建 50KW 光伏设备 

柳树咀村：新建 42KW 光伏设备；房顶维修 

二墩村：新建光伏设备 

伙地村：新建 15KW 光伏设备；购买籽种 

铺上村：新建 10KW 光伏设备 

西井村：新建光伏设备；购买籽种 

阻堡村：新建光伏设备 

产业扶贫

项目 
7 

大有坪村：玉米种植 1005 亩，包括：种子、化肥、

耕旋、地膜 

小庄窝村：购买土豆籽种、土豆种植 

石湾村：购买土豆籽种、土豆种植 

连家窑村：购买种羊 24 只，种猪 54 头、光伏电站尾

款 

骆驼山村：购买籽种、拉水 

红山村：新建磨坊、牛场 

南窑村：新建磨坊 

 

4.资金来源及分配情况 

2018 年 6 月 7 日，朔州市财政局通过《关于下达 2018 年市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朔财农〔2018〕30 号）文件下达

预算资金 665 万，由脱贫县人民政府以脱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项目

为平台，统筹使用。资金分配到朔州市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

县、右玉县的 54 个贫困村。资金支出 644.79 万元，结余资金 20.21

万元。具体分配情况见表 1-3。 

表 1-3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县（区） 项目单位 拨付资金 支付资金 结余资金 

山阴县 

玉井镇吴家坪村 10 10 0 

吴马营乡后榆林村 20 20 0 

吴马营乡南屯村 10 10 0 

吴马营乡西短川村 10 10 0 

吴马营乡闫家窑村 10 10 0 

下喇叭乡刘家窑村 10 10 0 

下喇叭乡后山村 1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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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项目单位 拨付资金 支付资金 结余资金 

下喇叭乡小庄窝村 10 10 0 

小计 90 90 0 

朔城区 

南榆林乡大莲花村 10 10 0 

福善庄乡黄水河村 5 5 0 

小计 15 15 0 

应县 
白马石乡将台背村 10 10 0 

小计 10 10 0 

右玉县 

李达窑乡破虎堡村 10 9.98 0.02 

李达窑乡马堡村 10 10 0 

李达窑乡后沟村 10 8.43 1.57 

李达窑乡薛家堡 10 10 0 

新城镇十里铺村 20 20 0 

新城镇大堡村 20 20 0 

新城镇袁家村 10 10 0 

杀虎口乡杀虎口村 10 10 0 

右卫乡马营河村 20 20 0 

高家堡乡中碾头村 10 9.07 0.93 

高家堡乡西碾头村 5 4.54 0.46 

杨千河乡曹家堡村 20 20 0 

杨千河乡金牛庄村 10 9.50 0.50 

杨千河乡道羊村 10 9.50 0.50 

威远镇牛家堡村 20 20 0 

威远镇白塘村 10 7.96 2.04 

元堡子乡胡村 10 10 0 

白头里乡野场村 30 30 0 

白头里乡马莲滩村 10 9.01 0.99 

白头里乡赵官屯村 10 10 0 

丁家窑乡前鹰卧山村 20 20 0 

小计 285 277.99 7.01 

平鲁区 

双碾乡大有坪村 30 30 0 

双碾乡雄沟梁村 20 20 0 

双碾乡黑辛庄村 5 5 0 

凤凰城镇六百户村 20 20 0 

凤凰城小庄窝村 10 10 0 

高石庄乡二墩村 10 10 0 

高石庄乡石湾村 10 10 0 

高石庄乡连家窑村 10 10 0 

西水界乡伙地村 20 20 0 

西水界乡骆驼山村 10 3.60 0 

西水界乡铺上村 10 10 0 

西水界乡西井村 10 3.20 6.80 

下面高乡江坪村 1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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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项目单位 拨付资金 支付资金 结余资金 

下水头乡另山村 10 10 0 

下水头乡下乃河村 10 10 0 

下水头乡石洼村 5 5 0 

下木角蒿沟村 5 5 0 

向阳堡乡柳树咀村 15 15 0 

阻虎乡刘家窑村 15 15 0 

阻虎乡红山村 10 10 0 

阻虎乡南窑村 10 10 0 

阻虎乡阻堡村 10 10 0 

小计 265 251.80 13.20 

总计 665 644.79 20.21 

 

5.资金拨付 

由朔州市财政局拨付至各县（区）财政局，各县（区）财政局拨

付至各个项目村。 

6.项目实施进度 

截止 2019 年 12 月，资金下达的 54 个贫困村实施的扶贫项目全

部完成。 

7.利益相关方 

市财政局：资金拨付单位。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

执行情况，检查反映财政扶贫资金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对扶贫资

金使用开展绩效评价，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 

市扶贫开发服务中心：项目主管单位。制定申报落实全县年度扶

贫开发计划，组织实施全县扶贫开发项目，协调拟订全县专项扶贫资

金分配方案，监督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并组织对项目的绩效自评。 

县（区）财政局：资金拨付单位。负责项目资金拨付，对项目进

行监督检查、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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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扶贫办：项目主管单位。制定申报落实全县（区）年度

扶贫开发计划，组织实施全县扶贫开发项目，协调拟订全县（区）专

项扶贫资金分配方案，监督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并组织对项目的绩效

自评。 

项目实施村：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组织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

提出立项意见，负责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的村内公示和向乡（镇）

申报。并开展项目实施和管理，对外签订委托或租赁合同、协议等，

分配项目收益。 

当地贫困村村民：扶贫项目受益对象。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目标 

促进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人

居环境，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益，发展特色产业，巩固提高脱贫攻坚

成果。 

2.项目年度目标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详细情况见

表 1-4： 

表 1-4  各地区绩效目标情况表 

地区 主要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朔城区 其他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平鲁区 

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光伏扶贫项目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680 户 

改善贫困村生活条件≥22

村 

项目完成及时性：当年完成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680 人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800 元 

村集体年收入≥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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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主要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产业扶贫项目 群众满意度≥95%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山阴县 

基础建设项目 

设备购置 

光伏项目 

特色产业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竣工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应县 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右玉县 

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光伏扶贫项目 

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完成率：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及时； 

竣工验收合格率：100% 

带动贫困户收入增加； 

受益群众满意度≥90%； 

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 

受益贫困人数≥842 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对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目

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客观反映朔州市（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全面分析评价专项资金的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资金执行情况，为朔州市财政局安排扶贫资金预

算提供参考依据；三是总结专项资金项目经验，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不足与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思路 

根据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际情况，采取

“统筹兼顾，分类抽样，注重效益”的思路开展本次朔州市 2018 年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所谓“统筹兼顾”是指对三县

两区，立足全市三县两区扶贫项目资金的全局，统筹项目资金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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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资金投入过程产出效益全过程，兼顾政策实施执行等情况；“分

类抽样”是对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应县及右玉县的扶贫项目进

行分类，按照项目类型、资金拨付村镇、资金数额三类标准选取不同

样本进行抽样调查；“注重效益”是指注重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重点

考察资金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公平性效益。 

（三）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35 号）； 

5.《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财农〔2017〕115 号）； 

6.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 

7.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的

通知》（晋政发〔2017〕16 号）； 

8.《山西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晋政办发〔2018〕

101 号）； 

9.《山西省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晋开发办〔2018〕49

号）；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19 

 

10.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等 6 个

单位关于转发《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试行）》的通

知（晋财办农〔2019〕11 号）； 

11.《朔州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朔政发〔2017〕81 号）； 

12.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文件等； 

13.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 

（四）评价方法 

1.比较法 

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和实施效果、历史和当期情况进行比较，综

合分析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

度。本次评价工作，主要是通过比较项目实施前后的状况以及项目绩

效申报情况与实际完成情况等，对项目效益进行综合评价。 

2.因素分析法 

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

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本次绩效评价主要分别对项目绩效目标设定，

资金支付进度，资金监管以及资金使用效果等因素进行分析评价。 

3.公众评判法 

通过访谈、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项目资金使用效果进行

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对县（区）扶贫办及财政局进行访谈；

同时，设计调查问卷并对当地群众进行问卷调查，汇总分析调查情况

形成调查报告。 

（五）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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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公正 

本次绩效评价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采用定量

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多种评价方式，对朔州市 2018 年市级专项扶贫

资金所带来的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 统筹兼顾 

本次绩效评价立足于项目实际，通过审核项目实施村的绩效目标

项目资料与数据，着眼于项目整体分析评价，兼顾资金与政策、绩效

目标与效果等重点，得出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的结果结论。 

3.激励约束 

本次绩效评价为朔州市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体现奖优

罚劣和激励约束导向提供参考依据，提高扶贫项目资金绩效、完善扶

贫政策内容、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4.公开透明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本次绩效评价将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做到每一阶段各项工作都做到过程公开、行为公开和结果公开，自觉

接受财政部门、被评项目村、相关人员等社会各界的监督，实现绩效

评价阳光化目的。 

（六）评价基准日 

本次绩效评价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七）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的范围是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665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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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体系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

括： 

一级指标 5 个：资金投入、资金支付、资金监管、资金使用成效、

加减分指标。 

二级指标 10 个：资金落实、绩效目标、资金支付进度、信息公

开、监督检查、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成效、减贫情况、精准使用情况、

机制创新、违规违纪。 

三级指标 23 个：资金落实、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明确性、

资金支付进度、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监督检查制度

建设和执行、工作运行机制、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组织机构、管理制

度建设、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完成情况、完成及时性、竣工验收合

格率、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受益对象满意度、贫困人口减少数量、

贫困县退出、资金使用和脱贫成效精准情况、绩效评价执行情况、县

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立情况、加减分项：机制创新、违规违纪。详细

指标体系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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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A 资金投入（10） 

A1 资金落实（2） A101 资金落实 2 符合 
考察扶贫专项财政资金立项是否规范

的情况 

① 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②是否按照规

定的程序申请，③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④项目申请、批复的合规性。缺

一项扣 25%的权重分。 

A2 绩效目标（8） 

A201 绩效目标合理

性 
4 合理匹配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

标是否合理匹配和实现程度的相关

性、时限性和重要性情况 

绩效目标设定①合理，②匹配。①和②各占 50%

权重分。 

A202 绩效指标明确

性 
4 明确细化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

标指向明确、细化量化的情况 

绩效目标①明确，②细化。①和②各占 50%权

重分。 

B 资金支付(10) 
B1 资金支付进度

（10） 
B101 资金支付进度 10 及时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支付的时间效率 

项目村在 2019 年 3 月底前支付完成得满分，否

则每延迟 1 个月扣 2 分。 

C 资金监管（12） 

C1 信息公开(6) 

C101 信息公开和公

告公示制度建设和

执行 

6 公开公示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定信息公

开、公告公示制度并按要求执行 

评价①县级扶贫专项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和公告

公示制度建设和公告公示平台建设情况，②分

县、乡（镇）、村三级按要求公开扶贫有关政

策、资金使用及项目安排等情况。①占 1 分，

②占 5 分，县（区）公开占 2 分，乡（镇）公

开占 2 分，村（居委会）公开占 1 分。 

C2 监督检查（6） 
C201 监督检查制度

建设和执行 
6 监督检查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定监督检查

制度并按要求执行 

评价①各主管单位扶贫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制度

建设；②开展监督检查情况，包括组织检查、

检查成果和问题整改等。①占 3 分，②占 3 分

（检查、成果、整改各占 1 分）。 

D 资金使用成效

（68） 

D1 扶贫专项资金

使用成效（40） 

D101 工作运行机制 3 符合要求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否符合发展

规划、及时报送或媒体报道情况 

专题培训 1 分、媒体报道 1 分、信息报送及采

用 1 分。 

D102 项目实施方案

（村民决议） 
5 编制完整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否通过村民

大会或村集体决议，以会议记录为准。 

通过村民大会或通过村民集体决议得满分，否

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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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D103 项目组织机构 1 设立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组织机构是否

健全的情况。 

是否成立项目组织机构，如村委、监委等，是

否参与项目的监督和管理，设立得 1 分；未设

立不得分。 

D104 管理制度建设 2 健全完整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的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制度，得 30%

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②项目管理制度合法、

合规、完整，得 30%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③项目管理制度详尽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得 40%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D105 制度执行有效

性 
5 有效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按项目制度严

格执行的情况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管理规定，得 30%

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②项目合同书、验收

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得 40%的权重分，

否则不得分；③按规定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公

开招标的，履行了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得

30%权重分。 

D106 项目完成情况 6 100%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和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 

项目数量指标完成得 100%权重分，否则不得

分。 

D107 完成及时性 2 及时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完成是否及时 

评价：项目或工程在 2019 年 3 月前完成为得满

分。否则，每延期 1 个月，扣 0.5 分。（多项工

程简单计算） 

D108 竣工验收合格

率 
2 100% 

考察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按照规定程序

组织验收。 

竣工验收合格率=项目验收合格数/项目应验收

总数×100%，不足按比例得分。 

D109 带动增加贫困

人口收入（总收入） 
4 增加 

考察扶贫项目实施后，是否带动增加

当地贫困人口收入。 
带动收入增加得 100%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D110 受益对象满意

度 
10 ≥90% 

考察项目受益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

程度。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群众满意度达到 90%以

上得 10 分，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0.2 分，低于 60%

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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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D2 减贫情况（10） 

D201 贫困人口减少

数量 
5 实现 

考察项目实施后所辖区贫困人口数量

变化情况和脱贫巩固提升情况。 

项目实施后辖区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目标实现得

100%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D202 贫困县退出 5 退出 考察贫困县退出计划完成情况。 按计划退出得 100%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D3 精准使用情况

（18） 

D301 资金使用和脱

贫成效精准情况 
10 精准 

考察资金使用是否精准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项目实施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

钩 

①资金使用做到精准建档立卡贫困户得权重分

的 50%，否则不得分；②项目实施能够与脱贫

成效紧密挂钩得权重分的 50%，否则不得分。 

D302 绩效评价执行

情况 
6 执行 

评价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情况，是否

按要求提供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 

评价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情况，①是否按要求

提供自评报告②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①和②

各占 3 分。 

D303 县级脱贫攻坚

项目库建立情况 
2 建立 

考察是否建立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

本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 

建立项目库得 50%权重分，纳入管理得 50%权

重分。 

加减分 

指标 
机制创新 机制创新 3 有 

考察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机制创新情况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评价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重点评价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调动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等方面的办法和机制。分配、

使用、监管分别占 40%、30%、30%权重分。 

 违规违纪 违规违纪 -15 无 
评价各部门在实施扶贫项目过程中是

否存在违规违纪现象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审计局、财政

监督检查、纪检监察、县检察院、扶贫督查巡

查等发现和曝光的违纪违法使用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情况（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体披露的、经

核实的问题）。根据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

整改情况扣 60%权重分。此外。对绩效评价材

料上报不及时、内容不全、不实、不规范的将

视情况扣 40%权重分。 

总分 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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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值评级 

根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财农〔2017〕115 号）

评价结果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具体

分值评级情况见表 2-2。 

表 2-2 项目分值评级 

 

分值范围 绩效级别 

100＞P≥90 优秀 

90＞P≥80 良好 

80＞P≥60 合格 

P＜60 不合格 

 

（九）绩效评价流程 

评价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数据填报、现场走访和调查、

数据统计分析和撰写报告等，具体实施流程如下： 

1.数据填报 

由县（区）财政局相关部门人员与项目实施贫困村进行沟通，将

资料清单及数据表下发至项目实施贫困村。 

2.现场走访和调查 

2019 年 11 月初至 12 月底，评价组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及所在项

目乡（镇）情况，在 54 个项目村中选取部分项目村进行现场走访及

问卷调查重点对提供的项目公示材料、项目决议情况、资金支出原始

凭证、项目资料等进行核查。在县（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员的陪同

下，深入到各项目涉及的贫困村，对项目建设和完成情况进行实地核

查，并对项目单位调查和访谈。主要核实项目进度、质量是否合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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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对项目实施村的受益群众进行满意度调查等。 

3.数据统计分析 

评价组对各项目实施贫困村提供的资料和现场核查的数据进行

核对，保证评价数据的真是可靠。同时对群众满意度进行整理，形成

满意度调查报告。 

4.撰写报告 

评价组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分析，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

分析指标得分情况及问题原因，总结项目经验及结论，形成评价报告，

提交朔州市财政局。 

（十）抽样调查 

由于工作的周期短、各实施项目村分布较散，本次评价无法覆盖

54 个贫困村，故采取抽样方式对朔州市 2018 年市级扶贫专项资金项

目绩效进行现场抽样核查。 

抽样方案 

本次抽样方案根据以下因素选取实施项目村： 

（1）拨付资金情况。选取拨付资金量较大的项目实施村。 

（2）项目实施内容。选取项目村实施内容涵盖产业扶贫项目、

光伏扶贫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项目，四个类型。 

（3）项目实施村所在乡（镇）。每个县至少抽查 2-3 个乡（镇）。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抽查资金 230 万元，占

比 34.59%。抽样调查了 5 个县（区）10 个乡（镇）20 个项目实施村，

抽查乡（镇）占比 41.67%，抽查项目村占比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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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抽样调查情况见下表。 

表 2-3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抽样调查表 

 

县（区） 所在乡（镇） 抽样村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

金额 

资金占

比 

右玉县 

李达窑乡 

破虎堡 

砌石头墙 357 立方米，并水泥混凝土压顶

3.8 立方米；毛石墙勾缝 714 平方米；红

砖平铺人行道 403.2 平方米； 

10 3.51% 

马堡村 

购买切草机 23 台、磨粉机 8 台、粉碎机

1 台、旋耕机 1 台、五华犁 1 部、门楼一

座、植树 1100 株； 

10 3.51% 

后沟村 
购买手推车 22 台、粉碎机 21 台、淀粉分

离机 14 台、铡草机 1 台、护栏网 6 个； 
10 3.51% 

薛家堡 安装 80 套太阳能应急照明设备； 10 3.51% 

新城镇 
十里铺村 

广场硬化 2700 平方米、村委会修缮工程、

新建厕所一座； 
20 7.02% 

大堡村 新建树木围栏 970 米和绿化补植； 20 7.02% 

小计 80 28.07% 

平鲁区 

双碾乡 

大有坪村 
玉米种植 1005 亩，包括：种子、化肥、

耕旋、地膜 
30 11.32% 

雄沟梁村 
石砌护墙、砖砌墙、抹灰；进村道路两侧

绿化、种樟子松 1000 株 
20 7.55% 

黑辛庄村 新建 50KW 光伏设备 5 1.89% 

下水头乡 

另山村 

公路两边砖砌花栏围墙；加油站至沟湾栽

松树，另山车站三岔路填沟壑土、砌花栏

围墙种花；从水头坪至下井坪公路两边清

理垃圾 

10 3.77% 

下乃河村 
新型清选机 2 台；修筑砖墙 370m（下乃

河、南坪） 
10 3.77% 

石洼村 石洼村麻河河道改造；东山上街道硬化 5 1.89% 

向阳堡乡 柳树咀 新建 42KW 光伏设备；房顶维修 15 5.66% 

小计 95 35.85% 

山阴县 

下喇叭乡 

后山村 

硬化村中部分街道、整治残垣断壁；小杂

粮加工厂厂房建设、购买加工设备及配电

设备 

10 11.11% 

刘家窑村 

新建村级卫生室 100 ㎡；新建公厕 1 座、

维修房顶，更换彩钢屋顶 590 ㎡；村容村

貌垛口墙 288 米，垃圾池 2 个；维修农田

路等 

10 11.11% 

小庄窝村 综合办公室改造、硬化平台、修建台阶 10 11.11% 

玉井镇 吴家坪村 
小杂粮加工厂厂房建设（主体结构、屋顶、

窗户、室内外抹灰） 
10 11.11% 

小计 40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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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所在乡（镇） 抽样村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

金额 

资金占

比 

朔城区 

福善庄乡 大莲花村 购置 1 台玉米收割机 10 66.67% 

南榆林乡 黄水河村 购置洒水车 1 辆 5 33.33% 

小计 15 100.00% 

应县 白马石乡 将台背村 
黄芪种植 385 亩、种子购买 32 斤及人工

劳务费、20.52kw 光伏电站项目支付尾款 
10 100.00% 

合计 230 34.59%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指标是从资金落实、绩效目标合理性和明确性三方面进

行考察。资金投入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4.67 份，得分率 46.70%。

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3-1 资金投入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分值 得分率 

A101 资金整合 2 符合 符合 2 100% 

A201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合理匹配 部分合理匹配 1.80 45% 

A202 绩效目标明确性 4 明确细化 部分明确细化 0.87 21.67% 

合计 10 - - 4.67 46.70% 

 

A101 资金落实：考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立项是否规范，资金是

否落实。根据项目资料，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朔州

市委、市政府安排，资金预算符合相关财政政策规定，本次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立项规范。朔州市财政局根据《关于下达 2018 年度领导包

村增收、定点扶贫工作联系点扶贫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朔扶贫字

〔2018〕29 号）文件下达专项扶贫资金，资金申请符合相关政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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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定，资金按照规定程序申请；项目资金申请、批复符合规定，资

金落实到位。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实际得分 2 分，得分

率 100%。 

A201 绩效目标合理性：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标

是否合理匹配和实现程度的相关性、时限性和重要性情况。根据走访

的各县（区）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右玉县、平鲁区、朔城区项目

村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右玉县绩效目标基本匹配项目实施内容，但平

鲁区、朔城区绩效目标与实际内容不匹配；山阴县部分项目村提供了

项目绩效目标，目标设置合理且与实际内容相匹配，但部分项目村未

提供项目绩效目标；应县未提供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4 分，平鲁区得分 2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4 分，该指标平

均得分为 1.80 分，得分率 45.00%。 

A202 绩效目标明确性：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标

指向明确、细化量化的情况。根据走访的各县（区）提供的绩效目标

申报表，右玉县、山阴县绩效目标明确，右玉县绩效目标基本做到了

细化量化，山阴县绩效目标部分做到细化量化；平鲁区、朔城区绩效

目标不明确，未做到细化量化；应县未提供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4 分，平鲁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3.33 分，该指标

平均得分 0.87 分，得分率 21.67%。 

主要扣分点及原因分析：部分县（区）项目绩效目标不够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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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不够明确，部分县（区）项目绩效目标未进行细化量化。其

原因在于对绩效目标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二）资金支付 

资金支付指标是从资金支付进度进行考察。资金支付指标分值

10 分，实际得分 9.10 份，得分率 91.00%。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3-2 资金支付类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分值 得分率 

B101 资金支付进度 10 及时 基本及时 9.10 91.00% 

合计 10 - - 9.10 91.00% 

 

B101 资金支付进度：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支付的时间效率，要求

项目村在 2019 年 3 月底前支付完成。根据走访项目村提供的项目资

料和各村财务支付凭证，评价组走访的山阴县、应县、朔城区扶贫项

目实施村在项目完成后及时向项目建设单位支付约定资金；右玉县 6

个项目实施村有 5 个及时支付项目资金，1 个未及时及支付项目资金；

平鲁区 7 个项目实施村有 6 个及时支付项目资金，1 个未及时支付项

目资金。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右玉县得分 8.33 分，平鲁区

得分 7.14 分，山阴县得分 10 分，朔城区得分 10 分，应县得分 10 分，

该指标平均得分为 9.10 分，得分率 91.00% 

主要扣分点：部分县（区）项目实施村未及时支付项目资金，其

原因在于资金到位后，没有及时开展项目，形成资金等项目的问题，

造成项目实施滞后，资金支付时间晚，比如右玉县破虎堡村、平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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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山村和下乃河村。这一问题也影响了项目进度和效率。 

（三）资金监管 

资金监管指标是从项目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项

目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执行进行考察。资金监管类指标满分 12 分，

实际得分 7.78 分，得分率 64.84%。具体得分情况见下表。 

表 3-3 资金监管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分值 得分率 

C101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
制度建设和执行 

6 公开公示 基本公开公示 5.38 89.67% 

C201 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

执行 
6 监督检查 部分监督检查 2.40 40.00% 

合计 12 - - 7.78 64.84% 

 

C101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考察扶贫专项资金

是否制定信息公开、公告公示制度并按要求执行。根据各县提供的扶

贫专项资金制度、公开公示平台建设以及公开公示情况资料，各县均

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村所在乡

（镇）均公示项目信息，其中有 2 个项目村未提供公示信息资料；山

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所在的乡（镇）、项目村均进行了公告公示；

朔城区走访的 2 个村所在的乡（镇）、项目村均进行了公告公示；应

县项目村所在乡（镇）进行了项目公告公示，但项目村未提供公示信

息资料；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中有 4 个项目村所在乡（镇）进行

公告公示，6 个项目村均未提供项目公告公示资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平鲁区得分 5.57 分，山阴县

得分 6 分，朔城区得分 6 分，应县得分 5 分，右玉县得分 4.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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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平均得分 5.38 分，得分率 89.67%。 

C201 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执行：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定监

督检查制度并按要求执行。根据各县扶贫办和财政局提供的资料，平

鲁区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制度和监督检查资料；山阴县、朔城区、应

县、右玉县制定了项目监督检查制度，但未提供监督检查记录和资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平鲁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3 分，朔城区得分 3 分，应县得分 3 分，右玉县得分 3 分，该项指标

平均得分 2.40 分，得分率 40.00%。 

主要扣分点及原因分析：部分项目实施村未提供公开公示的佐证

材料；平鲁区未制定检查制度，五个县（区）均未提供监督检查材料。

其原因在于这些项目实施村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将相关公开公示佐证

资料整理归档。 

（四）资金使用成效 

资金使用成效指标是从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成效、减贫情况、精准

使用情况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资金使用成效指标满分 68 分，实际得

分 56.37 分，得分率 82.90%。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3-4 资金使用成效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分值 得分率 

D101 工作运行机制 3 符合要求 不符合 0 0.00% 

D102 项目实施方案（村

民决议） 
5 编制完整 编制基本完整 4.00 80.00% 

D103 项目组织机构 1 设立 设立 1.00 100.00% 

D104 管理制度建设 2 健全完整 
基本健全 

基本完整 
1.20 60.00% 

D105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有效 基本有效 4.39 87.80%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33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分值 得分率 

D106 项目完成情况 6 100% 100% 6.00 100.00% 

D107 完成及时性 2 及时 基本及时 1.79 89.50% 

D108 竣工验收合格率 2 100% 95.83% 1.60 80.00% 

D109 带动增加贫困人口

收入（总收入） 
4 增加 增加 2.19 54.75% 

D110 受益对象满意度 10 ≥90% 98.51% 10 100.00% 

D201 贫困人口减少数量 5 实现 实现 5 100.00% 

D202 贫困县退出 5 退出 退出 5 100.00% 

D301 资金使用和脱贫成

效精准情况 
10 瞄准 瞄准 10 100.00% 

D302 绩效评价执行情况 6 执行 部分执行 3 50.00% 

D303 县级脱贫攻坚项目

库建立情况 
2 建立 基本建立 1.20 60.00% 

合计 68 - - 56.37 82.90% 

 

D101 工作运行机制：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否符合发展规划、

及时报送或媒体报道情况。根据现场收集查阅各县扶贫办专题培训、

媒体报道、信息报送的资料，各县均缺少政策规定的工作运行机制中

专题培训、媒体报道、信息报送的相关佐证资料。经确认这些地方未

提供这些资料。缺少工作运行机制资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 0 分，得分率 0%。 

D102 项目实施方案（村民决议）：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否通

过村民大会或村集体决议，以会议记录为准。根据各项目村提供的资

料，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村中均提供村民集体决议记录；山阴县走

访的 4 个项目村均提供了村民集体决议记录；朔城区走访的 2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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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均提供了村民集体决议记录；应县走访的 1 个项目村，未提供村民

集体决议记录；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均提供了村民集体决议记

录。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平鲁区得分 5 分，山阴县得分

5 分，朔城区得分 5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5 分，该指标平

均得分 4.00 分，得分率 80.00%。 

D103 项目组织机构：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

的情况。根据项目资料，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村、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朔城区走访 2 个项目村、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应县

走访的 1 个项目村均成立项目组织机构，由各村村委会负责。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 分，平鲁区得分 1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1 分，应县得分 1 分，右玉县得

分 1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1 分，得分率 100%。 

D104 管理制度建设：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的情况。根据各县扶贫项目主管部门资料，山阴县、应县、右玉县均

制定了扶贫项目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具有可操作性；

平鲁区、朔城区未提供项目管理制度。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2 分，朔城区得分 0 分，应县得分 2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该指标平

均得分 1.20 分，得分率 60.00%。 

D105 制度执行有效性：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按项目制度严格

执行的情况。根据各项目村提供的相关资料，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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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有 6 个村均提供了项目合同、验收报告，并且资料完整，有 1 个

项目村未提供项目验收报告；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中，有 3 个项

目村提供了项目合同、验收资料，项目资料完整，有 1 个项目村未提

供项目合同、验收资料；朔城区 2 个项目村均提供了项目验收报告，

但有 1 个项目村未提供采购合同；应县 1 个项目村提供了项目合同，

但未提供项目验收资料；右玉县走访的 6 个村均提供了项目合同及验

收报告，项目资料完整。 

根据评分表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平鲁区得分 4.68 分，山阴

县得分 3.75 分，朔城区得分 4.50 分，应县得分 4 分，右玉县得分 5

分，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4.39 分，得分率 87.80%。 

D106 项目完成情况：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和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根据各县提供的资料及实地走访调查，项目村项目全部完成。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实际得分 6 分，得分率 100%。 

D107 完成及时性：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完成是否及时。根据

项目村提供资料及调查结果，平鲁区 7 个走访村中有 3 个项目村完成

不够及时，完成时间分别为另山村 2019 年 6 月、石洼村东山上组街

道硬化 2019 年 8 月完成，下乃河村设备采购 2019 年 8 月完成、围墙

工程 2019 年 10 月完成；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均及时完成；朔城

区 2 个项目村均及时完成；应县走访 1 个项目村项目及时完成；右玉

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中有 1 个村项目未及时完成，破虎堡村村容村貌

2019 年 7 月完成。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区得分 1.29 分，山阴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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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朔城区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2 分，右玉县得分 1.67 分，该项指

标平均得分 1.79 分，得分率 89.50%。 

D108 竣工验收合格情况：考察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按照规定程序

组织验收。根据项目验收情况资料，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右玉

县均提供了项目验收报告，验收均合格；应县未提供项目验收报告。

竣工验收合格率为 95.83%。竣工验收合格率（20 个抽查村）=应验收

的项目数/项目实施总数×100%=23/24=95.83%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平鲁区得分 2 分，山阴县得分 2 分，

朔城区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1.60 分，得分率 80.00%。 

D109 带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考察扶贫项目实施后，是否带动

增加当地贫困人口收入。根据各县项目实施内容及评价组现场调查，

平鲁区走访的 7个村中有 4个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为贫困人口带来收

益；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改善当地人居环境；

朔城区 2 个项目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为贫困人口带来收益；应县项目

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为贫困人口带来收益；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

扶贫项目实施后有 1 个项目村能为贫困人口增加收益，其余 5 个项目

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改善当地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4 分，平鲁区得分 2.29 分，山阴县

得分 0 分，朔城区得分 4 分，应县得分 4 分，右玉县得分 0.67 分，

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2.19 分，得分率 54.75%。 

D110 受益对象满意度：考察项目受益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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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询问填写调查问卷，了解贫困村村民对当地扶贫建设项目的

满意程度、扶贫工作推进的满意程度、扶贫政策带来帮助的满意程度

等，得出平鲁区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3.13%，山阴县受益群众满意度

为 99.11%，朔城区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9.51%，应县受益群众满意度

为 98.42%，右玉县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9.26%。经评价组整理得出各

县（区）受益群众综合满意度为 98.51%。具体情况见附件 2 满意度

调查报告。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D201 贫困人口减少数量：考察项目实施后所辖区贫困人口数量

变化情况和脱贫巩固提升情况。根据朔州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8 年国家级贫困县右玉县和省级贫困县平鲁区、山阴县整体摘帽，

24095 人脱贫，148 个贫困村退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实际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D202 贫困县退出：考察贫困县退出计划完成情况。根据《山西

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右玉、吉县、中阳 3 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山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阳曲等 12 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2018 年 8

月 8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右玉县退出贫困县，2018 年 9 月 7 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平鲁区、山阴县退出贫困县。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实际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D301 资金使用和脱贫成效精准情况：考察资金使用是否瞄准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项目实施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各县实施的扶贫

项目资金使用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775 人，项目实施能够与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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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紧密挂钩。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D302 绩效评价执行情况：考察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情况，是否

按要求提供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根据现场收集各项目村、扶贫办及

财政局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各县均按照要求提供项目相关资料，但

均未提供项目自评报告。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实际得分 3 分，得分率 50.00%。 

D303 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立情况：考察是否建立县级脱贫攻

坚项目库，本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根据各县财政局扶贫项目库资料，

各县均建立扶贫项目库，右玉县将扶贫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平鲁区、

山阴县、朔城区、应县扶贫项目均未见到项目纳入管理库管理材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区得分 1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1 分，应县得分 1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该项指标

平均得分 1.20 分，得分率 60.00%。 

主要扣分点及原因分析：未提供工作机制相关佐证材料；部分项

目未及时完成，本次项目资金于 2018 年 6 月下达，由于部分项目村

开展项目时间较晚，因此项目完成时间超过评价要求的 2019 年 3 月，

造成项目未及时完成；部分项目实施村未提供项目验收情况资料，项

目实施村未及时对项目验收材料进行整理归档；项目实施单位没有按

照政策规定提供自评报告。 

（五）加减分指标 

加减分指标是从机制创新和违规违纪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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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3）：考察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机制创新

情况。根据现场走访和抽样调查结果，各项目村未提供机制创新情况

资料。该项指标得分 0 分。 

违规违纪（-15）：评价各部门在实施扶贫项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

规违纪现象。根据现场抽样调查情况，核实 20 个项目村项目资料，

评价组未发现违规违纪现象。该项指标为 0 分。 

四、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

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77.92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合格”。其中，

资金投入类指标权重为 10 分，得分为 4.67 分，得分率 46.70%；资金

支付类指标权重为 10 分，得分为 9.10 分，得分率 91.00%；资金监管

类指标权重为 12 分，得分为 7.78 分，得分率 64.83%；资金使用成效

类指标权重为 68 分，得分为 56.37 分，得分率 82.90%；加减分指标

权重为+3 分或-15 分，得分为 0 分，得分率 0%。 

表 4-1 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资金投入 资金支付 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成效 加减分项 合计 

权重 10.00 10.00 12.00 68.00 +3 或-15 100.00 

分值 4.67 9.10 7.78 56.37 0 77.92 

得分率 46.70% 91.00% 64.83% 82.90% 0 77.92% 

 

（二）县（区）得分 

根据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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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现将各县（区）得分情况汇总如下： 

表 4-2 各县区得分情况表 

序号 县区 资金投入 资金支付 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成效 加减分项 合计 

1 右玉县 9.33 8.33 7.33 58.33 0 83.33 

2 朔城区 4.00 10.00 9.00 58.50 0 81.50 

3 山阴县 4.00 10.00 9.00 55.75 0 78.75 

4 应县 2.00 10.00 8.00 53.00 0 73.00 

5 平鲁区 4.00 7.14 5.57 56.25 0 72.96 

平均分 - 4.67 9.10 7.78 56.37 0 77.92 

 

（三）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指标分析可以得出：在资金投入方面，项目立项资金符

合扶贫政策规定，资金落实到位；在资金支付方面，五个县（区）基

本做到了及时支付项目资金，资金支付效率较高；在资金监管方面，

五个县（区）公告公示制度执行有效，县级主管部门及乡（镇）主管

部门均对实施项目进行了公告公示，有利于大众对扶贫资金项目进行

监管，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和透明度，确保项目在阳光下管理；

在资金使用成效方面，项目完成率为 100%，项目验收合格率为

95.83%，项目针对贫困人口 2775 人开展实施，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

达到了 98.51%，项目实施后贫困人口有所减少，朔州市在 2018 年底

完成了整体脱贫，这些都表明本项目的扶贫资金使用成效良好，巩固

了脱贫攻坚成果。 

但也存在项目绩效目标不合理、不匹配，绩效目标不够明确不够

细化的问题，同时各县（区）还存在未提供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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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项目工作运行机制资料、在项目完成后未进行绩效自评价等问

题，这些问题影响了扶贫项目和资金的综合绩效水平，也影响了这次

绩效评价的评分和等级。 

 
图 4-1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关键指标得分情况表 

 

五、结果应用建议 

（一）反馈评价结果 

以“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告知书”形式，将评价项目绩效分值、等

级，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及时反馈扶贫资金使用单位，使其了解绩

效评价结果，并针对性地结合绩效评价要求，巩固成果，整改问题，

延续绩效评价结果的导向与激励作用。 

（二）适当范围通报公示 

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规定，对绩效评价情况在适当

范围内公开公示，或采取内部通报的形式，公开绩效评价结果。促进

和增强财政部门、相关主管部门、整合资金使用者及社会各界对绩效

评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形成社会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整合扶

贫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的影响和社会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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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新的预算安排参考依据 

这次评价结果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他扶贫资金的情况，建议财

政和扶贫部门根据这次绩效评价结果，合理安排今后相关扶贫资金，

并加强对资金的监控管理和绩效评价，确保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主要经验 

1.围绕重点，确定项目，精准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直接到村，由村委和驻村

干部根据村里扶贫实际情况，围绕精准扶贫、脱贫致富和改善基础设

施等重点，确定项目，精准实施，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这一

“村为单位，帮扶为主，项目为王，精准实施”的做法，较好的实现

了朔州市“三县两区”专项扶贫资金的绩效目标，为朔州市 2018 年

整体脱贫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领导帮扶，包村增收，产业扶贫，提高贫困人口人均收入 

这次专项资金的一个特点就是“领导包村增收，帮扶产业扶贫”，

这也是这一项目资金的重要特点和成功做法。本次共计投入“领导包

村增收、定点扶贫”项目资金 665 万元，朔州市“三县两区”收到专

项扶贫项目资金后，各村帮扶干部结合当地产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

并出智出力，有效推进了产业扶贫项目的进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据不完全统计，三县两区 54 个贫困村有 27 个贫困村受惠于产

业扶贫，其贫困人口人均增收约 4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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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帮扶任务，确保按期脱贫 

评价组调查的 20 个贫困村均有驻村工作队进行帮扶。帮扶工作

队严格执行朔州市党员干部挂钩包保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和任

务，签订帮扶承诺书，严格落实帮扶任务，指导扶贫项目实施，确保

扶贫项目实现其目标，确保贫困户按期脱贫。 

（二）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 

绩效目标管理是预算编制和项目实施的重要依据，也是各级党政

部门和财政部门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强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本次评

价过程中，走访项目村提供的项目绩效目标表，有的目标与实施内容

不匹配、有的目标不够明确，有的目标虽然明确但未进行细化量化。

这些问题都是绩效目标管理不到位造成的，直接影响了扶贫项目和资

金的综合绩效，影响了绩效评价的进度和质量，同时影响了本次绩效

评价的分值和等级。 

2.部分区县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相关资料 

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虽然制定了扶贫项目监督检查制

度，但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资料及记录；平鲁区未提供项目监督检查

制度。这些问题说明这些县（区）项目监督检查制度执行的不到位，

不利于项目资金风险的防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次绩效评

价的分值和等级。 

3.部分区县未提供工作运行机制相关资料 

根据政策文件规定，为保障扶贫效果，应建立扶贫项目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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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作机制主要内容是对相关人员进行知识与操作的培训，扶贫项

目资金使用过程及项目完成后的宣传报道，有关扶贫项目的信息报

送。这些机制运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扶贫项目绩效在社会各界和上级部

门对扶贫项目资金的了解程度、支持力度和评价的认可度。在这次绩

效评价过程中，项目实施村及其主管部门没有提供其工作运行机制的

相应佐证材料。 

4.项目实施后未进行项目绩效自评价 

根据《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要求，“年度预算执行终了，

市县级有关部门应当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填报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对未完成目标的分析原因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本次

评价过程中，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在项目完成后

均未进行项目绩效自评价。 

（三）改进建议 

1.重视绩效目标管理，科学编制绩效目标 

一是加强各县（区）对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各级财

政部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文件的学习，从思想上重视绩

效管理。二是明确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扶贫工作中，做

好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做好资金拨付后绩效监控工作，做好项目

完成后绩效自评价工作。三是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项

目产出、效益指标，设立科学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的绩效目标。 

2.完善监督检查制度，提高制度执行有效性 

各县（区）要严格完善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制度，加强扶贫项目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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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围绕保障扶贫工作任务，把扶贫项目落实情况作为监督的主

要内容，针对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发现问题较多的领域，做细做实

做深责任追究；对于项目资金管理，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规范资

金使用。 

3.加强管理，确保工作机制健全有效 

一是健全扶贫培训机制，对承担扶贫主要职责的人员开展扶贫专

项培训，解读扶贫专项资金相关政策和项目管理要求，加强扶贫资金

管理人员对政策与要求的解读；二是建立宣传报道奖励机制，对扶贫

项目得到宣传报道的部门与个人，予以一定形式的奖励；三是借助现

代网络信息平台，为扶贫信息撰写、报送、反馈等提供更多的渠道，

让有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动态信息得到及时交流、上报，满足脱

贫攻坚的工作需要。 

4.高度重视项目自评价工作 

项目完成验收后，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及时开展项目绩效自评价。

一是填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对完成情况进行上报。二是对未完成

绩效目标的实施单位，各县（区）财政局和扶贫办要求其分析未完成

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三是各县（区）财政局应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

实施单位改进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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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A 资金投入

（10） 

A1 资金落实

（2） 

A101 资金落

实 
2 符合 

考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立

项是否规范，资金是否落

实。 

① 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

②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③

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④项目申请、批复的合

规性。缺一项扣 25%的权重分。 

考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立项是否规范，

资金是否落实。根据项目资料，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朔州市

委、市政府安排，资金预算符合相关财

政政策规定，本次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立

项规范。朔州市财政局根据《关于下达

2018 年度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工作

联系点扶贫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朔

扶贫字〔2018〕29 号）文件下达专项扶

贫资金，资金申请符合相关政策文件规

定，资金按照规定程序申请；项目资金

申请、批复符合规定，资金落实到位。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实际

得分 2 分，得分率 100%。 

符合 2 

A2 绩效目标

（8） 

A201 绩效目

标合理性 
4 合理匹配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

施的绩效目标是否合理匹

配和实现程度的相关性、

时限性和重要性情况 

绩效目标设定①合理，②匹配。

①和②各占 50%权重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标

是否合理匹配和实现程度的相关性、时

限性和重要性情况。根据走访的各县

（区）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右玉县、

平鲁区、朔城区项目村绩效目标设置合

理，右玉县绩效目标基本匹配项目实施

内容，但平鲁区、朔城区绩效目标与实

际内容不匹配；山阴县部分项目村提供

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设置合理且与实

际内容相匹配，但部分项目村未提供项

目绩效目标；应县未提供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4 分，平鲁

区得分 2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

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4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为 1.80 分，得分

部分合理 

部分匹配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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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率 45.00%。 

A202 绩效指

标明确性 
4 明确细化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

施的绩效目标指向明确、

细化量化的情况 

绩效目标①明确，②细化。①和

②各占 50%权重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组织实施的绩效目标

指向明确、细化量化的情况。根据走访

的各县（区）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

右玉县、山阴县绩效目标明确，右玉县

绩效目标基本做到了细化量化，山阴县

绩效目标部分做到细化量化；平鲁区、

朔城区绩效目标不明确，未做到细化量

化；应县未提供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4 分，平鲁

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

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3.33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0.87 分，得分

率 21.67%。 

部分明确 

部分细化 
0.87 

B 资金支付

(10) 

B1 资金支付

进度（10） 

B101 资金支

付进度 
10 及时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支付的

时间效率 

项目村在 2019 年 3 月底前支付完

成得满分，否则每延迟 1 个月扣 2

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支付的时间效率，要

求项目村在 2019 年 3 月底前支付完成。

根据走访项目村提供的项目资料和各村

财务支付凭证，评价组走访的山阴县、

应县、朔城区扶贫项目实施村在项目完

成后及时向项目建设单位支付约定资

金；右玉县 6 个项目实施村有 5 个及时

支付项目资金，1 个未及时及支付项目

资金；平鲁区 7 个项目实施村有 6 个及

时支付项目资金，1 个未及时支付项目

资金。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右玉

县得分 8.33 分，平鲁区得分 7.14 分，山

阴县得分 10 分，朔城区得分 10 分，应

县得分 10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为 9.10

分，得分率 91.00% 

基本及时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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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C 资金监管

（12） 

C1 信息公开

(6) 

C101 信息公

开和公告公示

制度建设和执

行 

6 公开公示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

定信息公开、公告公示制

度并按要求执行 

评价①县级扶贫专项资金项目信

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公

告公示平台建设情况，②分县、

乡（镇）、村三级按要求公开扶

贫有关政策、资金使用及项目安

排等情况。①占 1 分，②占 5 分，

县（区）公开占 2 分，乡（镇）

公开占 2 分，村（居委会）公开

占 1 分。 

根据平各县提供的扶贫专项资金制度、

公开公示平台建设以及公开公示情况资

料，各县均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

制度；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村所在乡

（镇）均公示项目信息，其中有 2 个项

目村未提供公示信息资料；山阴县走访

的 4 个项目村所在的乡（镇）、项目村

均进行了公告公示；朔城区走访的 2 个

村所在的乡（镇）、项目村均进行了公

告公示；应县项目村所在乡（镇）进行

了项目公告公示，项目村未提供公示信

息资料；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中有

4 个项目村所在乡（镇）进行公告公示，

6 个项目村均未提供项目公告公示资

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平鲁

区得分 5.57 分，山阴县得分 6 分，朔城

区得分 6 分，应县得分 5 分，右玉县得

分 4.33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5.38 分，得

分率 89.67%。 

基本公开

公示 
5.38 

C2 监督检查

（6） 

C201 监督检

查制度建设和

执行 

6 监督检查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

定监督检查制度并按要求

执行 

评价①各主管单位扶贫专项资金

监督检查制度建设；②开展监督

检查情况，包括组织检查、检查

成果和问题整改等。①占 3 分，

②占 3 分（检查、成果、整改各

占 1 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制定监督检查制

度并按要求执行。根据各县扶贫办和财

政局提供的资料，平鲁区未提供项目监

督检查制度和监督检查资料；山阴县、

朔城区、应县、右玉县制定了项目监督

检查制度，但未提供监督检查记录和资

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平鲁

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3 分，朔城区

得分 3 分，应县得分 3 分，右玉县得分

3 分，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2.40 分，得分

部分监督

无检查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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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率 40.00%。 

D 资金使用

成效（68） 

D1 扶贫专项

资金使用成

效（40） 

D101 工作运

行机制 
3 符合要求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

否符合发展规划、及时报

送或媒体报道情况 

专题培训 1 分、媒体报道 1 分、

信息报送及采用 1 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否符合发展规

划、及时报送或媒体报道情况。根据现

场收集查阅各县扶贫办专题培训、媒体

报道、信息报送的资料，各县均缺少政

策规定的工作运行机制中专题培训、媒

体报道、信息报送的相关佐证资料。经

确认这些地方未提供这些资料。缺少工

作运行机制资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 0 分，得分

率 0%。 

不符合 0 

D102 项目实

施方案 
5 编制完整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是

否通过村民大会或村集体

决议，以会议记录为准。 

通过村民大会或通过村民集体决

议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根据各项目村提供的资料，平鲁区走访

的 7 个项目村中均提供村民集体决议记

录；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均提供了

村民集体决议记录；朔城区的 2 个项目

村均提供了村民集体决议记录；应县的

项目村，未提供村民集体决议记录；右

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均提供了村民集

体决议记录。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平鲁

区得分 5 分，山阴县得分 5 分，朔城区

得分 5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5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4.00 分，得分率

80.00%。 

编制基本

完整 
4.00 

D103 项目组

织机构 
1 设立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组

织机构是否健全的情况。 

是否成立项目组织机构，如村委、

监委等，是否参与项目的监督和

管理，设立得 1 分；未设立不得

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

全的情况。根据项目资料，平鲁区走访

的 7 个项目村、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

村、朔城区 2 个项目村、右玉县走访的

6 个项目村、应县走访的 1 个项目村均

成立项目组织机构，由各村村委会负责。 

设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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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 分，平鲁

区得分 1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

得分 1 分，朔城区得分 1 分，应县得分

1 分，右玉县得分 1 分，该指标平均得

分 1 分，得分率 100%。 

D104 管理制

度建设 
2 健全完整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的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

制度，得 30%的权重分，否则不

得分；②项目管理制度合法、合

规、完整，得 30%的权重分，否

则不得分；③项目管理制度详尽

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得 40%

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的情况。根据各县扶贫项目主管部门

资料，山阴县、应县、右玉县均制定了

扶贫项目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合法合规、

完整，具有可操作性；平鲁区、朔城区

未提供项目管理制度。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

区得分 0 分，山阴县得分 2 分，朔城区

得分 0 分，应县得分 2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该指标平均得分 1.20 分，得分率

60.00%。 

基本健全 

基本完整 
1.20 

D105 制度执

行有效性 
5 有效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按

项目制度严格执行的情况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管理

规定，得 30%的权重分，否则不

得分；②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

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得 40%

的权重分，否则不得分；③按规

定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公开招标

的，履行了政府采购、招投标程

序，得 30%权重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是否按项目制度严格

执行的情况。根据各项目村提供的相关

资料，平鲁区走访的 7 个项目村中有 6

个村均提供了项目合同、验收报告，并

且资料完整，有 1 个项目村未提供项目

验收报告；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中，

有 3 个项目村提供了项目合同、验收资

料，项目资料完整，有 1 个项目村未提

供项目合同、验收资料；朔城区 2 个项

目村均提供了项目验收报告，但有 1 个

项目村未提供采购合同；应县 1 个项目

村提供了项目合同，但未提供项目验收

资料；右玉县走访的 6 个村均提供了项

目合同及验收报告，项目资料完整。 

根据评分表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平

鲁区得分 4.68 分，山阴县得分 3.75 分，

基本有效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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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朔城区得分 4.50 分，应县得分 4 分，右

玉县得分 5 分，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4.39

分，得分率 87.80%。 

D106 项目完

成情况 
6 100%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数量指标完成得 100%权重

分，否则不得分。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和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根据各县提供的资料及实地走访

调查，项目村项目全部完成。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实际

得分 6 分，得分率 100%。 

100% 6.00 

D107 完成及

时性 
2 及时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完

成是否及时 

评价：项目或工程在 2019 年 3 月

前完成为得满分。否则，每延期 1

个月，扣 0.5 分。（多项工程简单

计算） 

考察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完成是否及时。

根据项目村提供资料及调查结果，平鲁

区 7 个走访村中有 3 个项目村完成不够

及时，完成时间分别为另山村 2019 年 6

月、石洼村东山上组街道硬化 2019 年 8

月完成，下乃河村设备采购 2019 年 8

月完成、围墙工程 2019 年 10 月完成；

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均及时完成；

朔城区 2 个项目村均及时完成；应县走

访 1 个项目村项目及时完成；右玉县走

访的 6 个项目村中有 1 个村项目未及时

完成，破虎堡村村容村貌 2019 年 7 月完

成。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

区得分 1.29 分，山阴县 2 分，朔城区得

分 2 分，应县得分 2 分，右玉县得分 1.67

分，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1.79 分，得分率

89.50%。 

基本及时 1.79 

D108 竣工验

收合格率 
2 100% 

考察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按

照规定程序组织验收。 

竣工验收合格率=项目验收合格

数/项目应验收总数×100%，不足

按比例得分。 

考察相关部门是否及时按照规定程序组

织验收。根据项目验收情况资料，平鲁

区、山阴县、朔城区、右玉县均提供了

项目验收报告，验收均合格；应县未提

供项目验收报告。竣工验收合格率为

95.83%。竣工验收合格率（20 个抽查村）

95.83%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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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应验收的项目数/项目实施总数×

100%=23/24=95.83%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平鲁区得分

2 分，山阴县得分 2 分，朔城区得分 2

分，应县得分 0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

该指标平均得分 1.60 分，得分率

80.00%。 

D109 带动增

加贫困人口收

入（总收入） 

4 增加 

考察扶贫项目实施后，是

否带动增加当地贫困人口

收入。 

带动收入增加得 100%权重分，否

则不得分。 

根据各县项目实施内容及评价组现场调

查，平鲁区走访的 7 个村中有 4 个村扶

贫项目实施后能为贫困人口带来收益；

山阴县走访的 4 个项目村扶贫项目实施

后能改善当地人居环境；朔城区 2 个项

目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为贫困人口带来

收益；应县项目村扶贫项目实施后能为

贫困人口带来收益；右玉县走访的 6 个

项目村扶贫项目实施后有 1 个项目村能

为贫困人口增加收益，其余 5 个项目村

扶贫项目实施后能改善当地村容村貌和

人居环境。 

根据评分标准，平鲁区得分 2.29 分，山

阴县得分 0 分，朔城区得分 4 分，应县

得分 4 分，右玉县得分 0.67 分，该项指

标平平均得分 2.19 分 

增加 2.19 

D110 受益对

象满意度 
10 ≥90% 

考察项目受益对象对项目

实施的满意程度。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群众满意

度达到 90%以上得 10 分，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0.2 分，低于 60%不

得分 

考察项目受益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

度。通过询问填写调查问卷，了解贫困

村村民对当地扶贫建设项目的满意程

度、扶贫工作推进的满意程度、扶贫政

策带来帮助的满意程度等，得出平鲁区

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3.13%，山阴县受益

群众满意度为 99.11%，朔城区受益群众

满意度为 99.51%，应县受益群众满意度

为 98.42%，右玉县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8.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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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业绩值 得分 

99.26%。经评价组整理得出各县（区）

受益群众综合满意度为 98.51%。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实际

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D2 减贫情况

（10） 

D201 贫困人

口减少数量 
5 实现 

考察项目实施后所辖区贫

困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和脱

贫巩固提升情况。 

项目实施后辖区贫困人口数量减

少目标实现得 100%的权重分，否

则不得分。 

考察项目实施后所辖区贫困人口数量变

化情况和脱贫巩固提升情况。根据朔州

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国家

级贫困县右玉县和省级贫困县平鲁区、

山阴县整体摘帽，24095 人脱贫，148

个贫困村退出。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实际

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实现 5 

D202 贫困县

退出 
5 退出 

考察贫困县退出计划完成

情况。 

按计划退出得 100%权重分，否则

不得分。 

考察贫困县退出计划完成情况。根据《山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右玉、吉县、中

阳 3 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山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阳曲等 12 县退出贫

困县的通知》，2018 年 8 月 8 日，山西

省人民政府批准右玉县退出贫困县，

2018 年 9 月 7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平鲁区、山阴县退出贫困县。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5 分，实际

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退出 5 

D3 精准使用

情况（18） 

D301 资金使

用和脱贫成效

精准情况 

10 瞄准 

考察资金使用是否瞄准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项目实施

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 

①资金使用做到瞄准建档立卡贫

困户得权重分的 50%，否则不得

分；②项目实施能够与脱贫成效

紧密挂钩得权重分的 50%，否则

不得分。 

考察资金使用是否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项目实施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

各县实施的扶贫项目资金使用涉及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2775 人，项目实施能够与

脱贫成效紧密挂钩。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10 分，实际

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瞄准 10 

D302 绩效评

价执行情况 
6 执行 

评价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

情况，是否按要求提供自

评报告及相关资料 

评价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情况，

①是否按要求提供自评报告②按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①和②各占 3

考察各部门绩效评价执行情况，是否按

要求提供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根据各

项目村、扶贫办及财政局项目资料，各

部分执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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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县均按照要求提供项目相关资料，但均

未提供项目自评报告。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6 分，实际

得分 3 分，得分率 50.00%。 

 

D303 县级脱

贫攻坚项目库

建立情况 

2 建立 

考察是否建立县级脱贫攻

坚项目库，本项目纳入项

目库管理 

建立项目库得 50%权重分，纳入

管理得 50%权重分。 

考察是否建立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本

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根据各县财政局

扶贫项目库资料，各县均建立扶贫项目

库，右玉县将扶贫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

平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扶贫项

目均未见到项目纳入管理库管理材料。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 2 分，平鲁

区得分 1 分，山阴县得分 1 分，朔城区

得分 1 分，应县得分 1 分，右玉县得分

2 分，该项指标平均得分 1.20 分，得分

率 60.00%。 

基本建立 1.20 

加减分 

指标 
机制创新 机制创新 3 有 

考察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实

施过程中的机制创新情况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评价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监

管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重

点评价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调动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方

面的办法和机制。分配、使用、

监管分别占 40%、30%、30%权重

分。 

考察各部门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机

制创新情况。根据现场走访和抽样调查

结果，各项目村未提供机制创新情况资

料。该项指标得分 0 分。 

 0 

 违规违纪 违规违纪 -15 无 

评价各部门在实施扶贫项

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违

纪现象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

审计局、财政监督检查、纪检监

察、县检察院、扶贫督查巡查等

发现和曝光的违纪违法使用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的情况（包括内部

资料或媒体披露的、经核实的问

题）。根据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

题及整改情况扣 60%权重分。此

评价各部门在实施扶贫项目过程中是否

存在违规违纪现象。根据现场抽样调查

情况，核实 20 个项目村项目资料，评价

组未发现违规违纪现象。该项指标为 0

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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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绩效评价材料上报不及时、

内容不全、不实、不规范的将视

情况扣 40%权重分。 

总分 100 - - - -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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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满意度调查报告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受益群众满意度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为 665 万元，涉及平

鲁区、山阴县、朔城区、应县、右玉县，根据资金分配情况，朔城区

15 万、平鲁区 265 万、山阴县 90 万、应县 10 万、右玉县 285 万。

为客观评价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效果等情况，对使用扶贫资金

的当地居民、项目实施相关人员开展满意度调查。 

二、调查对象及方式 

（一）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受益贫困居民、项目实施相关人员。 

（二）调查方式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当地居民及项目实施相关人员，问卷调查采

取现场发放问卷和电子问卷的形式，计划发放问卷 200 份调查问卷。 

三、调查问卷的分析 

本次调查现场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59 份；其中，现场调查回收有

效问卷 176 份；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83 份。 

1.您所在的地区 

根据调查结果，19.69%的调查对象来自朔城区；7.72%的调查对

象来自平鲁区；6.56%的调查对象来自右玉县；32.43%的调查对象来

自山阴县；33.59%的调查对象来自应县。具体情况见表 1 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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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您所在的地区 

选项 回复情况 

A 朔城区 51 

B 平鲁区 20 

C 右玉县 17 

D 山阴县 84 

E 应县 87 

 

 

图 1 您所在的地区 

2.您的性别是 

根据调查结果，77.22%的调查对象为男性；22.78%的调查对象

为女性。具体情况见表 2 和图 2。 

表 2 您的性别是 

选项 回复情况 

男 200 

女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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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您的性别是 

3.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 

根据调查结果，0.39%的调查对象收入来源为经商；52.51%的调

查对象收入来源为种植；15.06%的调查对象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

29.73%的调查对象收入来源为政府提供的保证资金或补助资金；

2.32%的调查对象收入来源为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3 和图 3。 

表 3 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 

选项 回复情况 

A 经商 1 

B 种植 136 

C 外出务工 39 

D 政府提供的保障资金或补助资金 77 

E 其他经济来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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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您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 

4.您是否得到过贫困救助 

根据调查结果，85.33%的调查对象得到过贫困救助；14.67%的

调查对象没有得到过贫困救助。具体情况见表 4 和图 4。 

表 4 您是否得到过贫困救助 

选项 回复情况 

A 有 221 

B 没有 38 

 

 
图 4 您是否得到过贫困救助 

5.您希望政府为您的家庭做些什么 

根据调查结果，33.59%的调查对象希望得到资金扶持；18.15%

的调查对象希望得到技术支持；12.36%的调查对象希望得到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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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6.64%的调查对象希望解决生活困难；9.27%的调查对象选择了

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5 和图 5。 

表 5 您希望政府为您的家庭做些什么 

选项 回复情况 

A 提供资金扶持 87 

B 提供技术帮扶 47 

C 促进就业机会 32 

D 解决生活困难 69 

E 其他 24 

 

 
图 5 您希望政府为您的家庭做些什么 

6.您是否了解政府开展的扶贫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57.53%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37.45%的调查对

象比较了解；5.02%的调查对象不太了解。具体情况见表 6 和图 6。 

表 6 您是否了解政府开展的扶贫工作 

选项 回复情况 

A 非常了解 149 

B 比较了解 97 

C 不太了解 13 

D 完全不了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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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您是否了解政府开展的扶贫工作 

7.您觉得政府扶贫给困难家庭带来的帮助如何 

根据调查结果，62.5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非常大；26.64%的调

查对象选择了大；9.6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一般；1.16%的调查对象

选择了很小。具体情况见表 7 和图 7。 

表 7 您觉得政府给困难家庭带来的帮助如何 

选项 回复情况 

A 非常大 162 

B 大 69 

C 一般 25 

D 很小 3 

E 不清楚 0 

 

 

图 7 您觉得政府给困难家庭带来的帮助如何 



 朔州市 2018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62 

 

8.您对当地扶贫工作的推进是否满意 

根据调查结果，97.30%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1.93%的调查对象

表示一般；0.7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具体情况见表 8 和图 8。 

表 8 您对当地扶贫工作的推进是否满意 

选项 回复情况 

A 满意 252 

B 一般 5 

C 不满意 2 

 

 
图 8 您对当地的扶贫工作的推进是否满意 

9.您对当地扶贫政策的落实和公示情况是否满意 

根据调查结果，98.8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1.16%的调查对象

表示一般。具体情况见表 9 和图 9。 

表 9 您对当地扶贫政策的落实和公示情况是否满意 

选项 回复情况 

A 满意 256 

B 一般 3 

C 不满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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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您对当地扶贫政策的落实和公示情况是否满意 

10.您对当地扶贫建设项目是否满意 

根据调查结果，97.30%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2.70%的调查对象

表示一般。具体情况见表 10 和图 10。 

表 10 您对当地扶贫建设项目是否满意 

选项 回复情况 

A 满意 252 

B 一般 7 

C 不满意 0 

 

 

图 10 您对当地扶贫建设项目是否满意 

11.您对扶贫政策给农村困难群体带来的帮助是否满意 

根据调查结果，96.1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3.09%的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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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般；0.77%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满意。具体情况见表 11 和图 11。 

表 11 您对扶贫政策给农村困难群体带来的帮助是否满意 

选项 回复情况 

A 满意 249 

B 一般 8 

C 不满意 2 

 

 

图 11 您对扶贫政策给农村困难群体带来的帮助是否满意 

 

四、综合满意度 

1.综合满意度 

根据调查结果，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调查问

卷综合满意度为 98.51%，具体情况见下表。 

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调查问卷综合满意度情况表 

调查内容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综合满

意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

意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意

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

意度 

您对当地扶

贫工作的推

进是否满

意？ 

97.30% 100% 97.30% 1.93% 50% 0.97% 0.77% 0% 0.00% 98.27% 

您对当地付

扶贫政策的

落实和公示

98.84% 100% 98.84% 1.16% 50% 0.58% 0.00% 0% 0.00% 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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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综合满

意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

意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意

度 
满意度 权重 

加权满

意度 

情况是否满

意？ 

您对当地扶

贫建设项目

是否满意？ 

97.30% 100% 97.30% 2.70% 50% 1.35% 0.00% 0% 0.00% 98.65% 

您对扶贫政

策给农村困

难群体带来

的帮助是否

满意？ 

96.14% 100% 96.14% 3.09% 50% 1.55% 0.77% 0% 0.00% 97.69% 

综合满意度 97.40% 100% 97.40% 2.22% 50% 1.11% 0.39% 0% 0.00% 98.51% 

 

2.对于扶贫政策和工作您还有什么建议 

评价组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朔州市 2018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梳理提出意见或建议见下表： 

答案 

提供资金和技术 

希望政府提供资金扶持 

希望国家加大扶持力度 

加大对贫困户的扶持力度 

希望政府加大对贫困户的帮助 

政府如何解决独居老人问题 

政府集中供养五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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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访谈记录 

访谈记录（平鲁区财政局） 

一、请您简单介绍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平鲁区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2018 年我局累计下达各

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7393.33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35 万元，省级

资金 3350 万元，市级资金 406 万元，区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3602.33

万元，比上年 3268.50 万元增长 333.73 万元，增长率为 10.21%，圆

满实现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总量和增幅“双增长”的目标任务，

拨付率到达 100%。到 2018 年底完成支出 6799.06 万元，结转结余

594.27 万元，支出率达到 92%，截止目前已全部支出，支出率达到

100%。 

二、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有哪些？请简要说明 

扶贫专项资金主要投向 3 大类项目：1.产业发展类项目 14 个投

入资金 5062.33 万元；2.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 个，投入资金 1414.104

万元；3.其他类项目 10个，投入资金 916.90万元，包括教育扶贫 159.50

万元，金融扶贫 596.90 万元，社会保障扶贫 130.50 万元，项目管理

费 30 万元。其中建设重点项目 5 个，安排 760.47 万元用于 177 个村

720 户贫困人口分布式光伏用电站建设；安排资金 300 万元用于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部分乡村村集体经济破零；安排资金 2295.86

万元，共整理西水界乡和高石庄乡耕地 1202.58 公顷，提高了耕地利

用率；安排资金 800 万元，用于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巩固提升产业发

展，增强 686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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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整合资金 1273.10 万元，用于全区 80 个贫困村解决水、电、路、

网等基础设施和卫生、文化场所建设，村容村貌整治，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 

三、作为监管部门，县（区）财政局做了哪些工作？ 

区财政局监管工作 1.每季度对各单位资金支出情况况进行统计，

督促各相关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项目具备支付条件后，及时支

出，避免资金闲置滞留。2.利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动态监控资

金使用情况，在收到上级指标文件后，第一时间分配下达各项目主管

单位，并要求各主管单位报送项目绩效目标，在各单位完成支付后，

将支出数据与相关指标关联，实时掌握各单位资金支出情况 3.严格执

行扶贫项目公示公告制度，与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及时将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4.在每年的财政资

金使用检查中，对相关单位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及时反馈发现的问题，保证资金使用规范。 

四、请您简要说明朔州市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

实施效果有哪些？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我局在区委、区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两不愁、三保障” 为出发点，坚持“六个

精准”和“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规划跟着目标走、目

标跟着巩固对象走”的原则，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 80 个建

档立 397677 卡贫困村和 570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了全覆盖，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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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按期在 2018 年底实施完成，项目实施以来，贫困群众生产生

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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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记录（右玉县财政局） 

访谈时间：2019 年 12 月 8 日 

访谈地点：右玉县财政局 3 楼 

访谈对象：张勇，右玉县财政局副局长 

访谈人：张剑英 

一、请您简单介绍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右玉县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7791 户，贫困人口 15781 人。2018

年右玉县扶贫资金投入 13407 万元，其中，中央级资金 5048 万元、

省级资金 2920 万元、市级资金 2942 万元、县级资金 2497 万元，截

止 2018 年末，13407 万元资金全部支出。 

二、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有哪些？请简要说明 

右玉县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用于以下项目，包括光伏项目 9000

万，教育、金融风险补偿项目、领导驻村帮扶项目、农村异地搬迁项

目、产业发展项目、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以及扶贫周转金项目。 

三、作为监管部门，县（区）财政局做了哪些工作？ 

作为监管部门，财政局做了以下工作：完善制度建设，出台了公

告公示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督促各实施单位填报项目绩效目

标，定期汇报项目进度。对于重点项目，主抓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情

况。 

四、请您简要说明朔州市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

实施效果有哪些？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光伏项目、养殖项目、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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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项目，目前项目已全部完成。主要的收益有光伏发电给贫困户的

分红；小额贴息贷款帮助养殖户解决资金问题；部分养殖项目提供了

就业岗位，促进当地贫困户增收，贫困户通过劳动分拣、管理种植等

方式获得收入。右玉县 2018 年 9 月正式退出贫困县，完成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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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应县财政局） 

访谈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访谈人：侯磊 

为了做好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项目评价

组对您进行访谈，访谈内容如下。 

1.请您简单介绍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朔州市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678 万元，其中：朔财农

[2018]30 号文件下达领导包村专项资金 10 万元，朔财农[2018]47 号

下达第二批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668 万元。这两笔资金都用于乡

镇产业扶贫项目。 

2.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有哪些？请简要说明 

领导包村专项资金 10 万元用于白马石乡将台背村黄芪种植项目

以及光伏项目；第二批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668 万元分别下达 12

个乡镇，其中：金城 80 万、南河种 100 万、下社 136 万、南泉 142

万、下马峪 65 万、杏寨 250 万、大黄巍 30 万、义井 111 万、镇子梁

115 万、大临河 315 万、白马石 290 万、臧寨 34 万，项目内容涉及

养殖、种植、光伏、设施农业大棚、水利设施建设、农副产品加工、

投资企业等 8 大类 61 个项目。 

3.作为监管部门，县（区）财政局做了哪些工作？ 

县财政作为资金监管部门，我们严格按照《应县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管理办法》和《应县财政扶贫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资金进行备

案审查，依据扶贫办的申请及时拨付资金，并将扶贫资金纳入财政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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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动态监控平台，对资金的分配、使用、支付等环节实行全程监控，

项目完工后，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 

4.请您简要说明朔州市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实

施效果有哪些？ 

2018 年实施的项目已全部完工，除黄芪种植项目因生长期较长

大约为 5 年未产生收益外，其他项目已产生了收益，增加了贫困户的

收入，为贫困户的脱贫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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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朔城区财政局） 

一、请您简单介绍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朔城区 2018 年领导包村增收定点扶贫资金为 15 万元，分别拨付

至福善庄乡黄水河村 5 万元、南榆林乡大莲花村 10 万元；实施的项

目内容均为设备购置，黄水河村购置 1 台玉米收割机、大莲花村购置

1 辆洒水车。 

二、请您简要说明朔州市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

实施效果有哪些？ 

设备购买后对设备进行出租，洒水车每年收益 15000 元，受益贫

困人数为 147 人；玉米收割机每年收益 20000 元，受益贫困人数 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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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山阴县财政局） 

一、请您简单介绍 2018 年朔州市扶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山阴县扶贫专项资金为 90 万元，分别拨付至 3 个乡（镇）的 8

个贫困村，项目实施的内容一部分为乡村道路硬化、修缮房屋和围墙、

新建文化广场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产业扶贫项目；另一部分为新

建杂粮加工工厂、牛羊养殖等特色产业扶贫项目。这些项目目前全部

完成。 

二、请您简要说明朔州市 2018 年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和

实施效果有哪些？ 

这些项目实施后，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使村内道路平整、围

墙美观安全，提升了村文化广场硬件条件、改善了农村村级活动场所

环境；二是提高贫困户收益，特色产业项目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贫困户通过劳动，提高了贫困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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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照片 

一、平鲁区 

1.黑辛庄村光伏项目 

 

 

2.雄沟梁村改善村容村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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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山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 

 

4.下乃河村小杂粮加工厂设备购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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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树咀村光伏扶贫项目 

 

 

二、右玉县 

1.破虎堡村村容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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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堡村设备购置、村容村貌修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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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沟村设备购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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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家堡村光伏照明项目 

 

5.十里铺村村容村貌改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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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阴县 

1.刘家堡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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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庄窝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 

 

3.吴家坪村小杂粮加工工厂厂房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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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朔城区 

黄水河村联合收割机采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