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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大武口区委员会、大武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武

口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石大党发〔2019〕

32 号）文件要求，本公司受大武口区财政局委托，对 2020 年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我公司经过数

据采集、访谈、问卷调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评价

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和平广场地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城市中心地段，东至人民路、南

侧至新百商贸中心、西侧贺兰山路、北至青少年活动中心，是大武口

区城市地标性广场，也是广大群众集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平广场

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先后经历多次维修改造，原广场距离上次改

造已使用十年以上。为解决广场地面铺装破损、配套设施老化、部分

功能不足等问题，按大武口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城

区品质和综合环境，为市民群众提供环境美好的休闲游憩空间、休闲

文化空间，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实施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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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按照《关于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建设方案的批复》

（石大发改审发﹝2020﹞ 64 号）和《大武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

武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石大政规发﹝2021﹞ 1 号）

文件要求，开展 2020 年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主要

内容见下表：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表

实施项目 计划实施内容 实际完成情况 合同时间

硬化铺装改造面积 18337 ㎡ 18337 ㎡

2020 年 9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配套设施面积 341.5 ㎡ 341.5 ㎡

翻新和平鸽雕塑 1 座 1 座

改建国旗升旗台 1 座 1 座

人防出入口 3 个 3 个

通风口 7 个 7 个

配套增设绿化面积 98.6 ㎡ 98.6 ㎡

休闲座椅 8 套 8 套

分类垃圾箱 8 套 8 套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指标的通知》（宁财（债）指标﹝2020﹞ 486 号）文件，下达资金

828.24 万元至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项目实际支付 573.4008 万元，结余 254.8382 万元，预算执行率

69.23%。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序号 指标文件 服务单位
支付

类别
合同价

支付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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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文件 服务单位
支付

类别
合同价

支付

金额

1

《自治区财

政厅关于下

达 2020 年

第三批新增

一般债券资

金指标的通

知》（宁财

（债）指标

﹝ 2020 ﹞

486 号）

宁夏陈桥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费 7704893 5380000

2
宁夏房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监理费 123278 61639

3 宁夏鼎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预算编

制费
36870 36870

4 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设

计费
224622 219292

5
石嘴山市凯西测绘工程有限

公司
测绘费 15000 15000

6 宁夏德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控制价

及清单

审核费

21207 21207

7 其他 156530 0

合计 8282400 5734008

4.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情况

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相关项目的申请以及项目的实

施，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并按规定核算资金使用情况。

大武口区发展改革局：负责相关项目的审批。

大武口区财政局：审核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的支付申请，支

付相关款项，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2）项目管理情况

①项目申报：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向大武口区发展改革局申

报相关项目的建设方案；

②项目实施：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根据发改局的批复，组织

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的建设，通过招投标确定项目的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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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与之签订合同，施工单位根据合同要求，组织施工；

③监督管理：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根据项目管理要求，在项

目施工过程中对质量、安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④资金支付：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根据合同款项支付要求，

按项目进度向大武口区财政局发出支付申请，大武口区财政局由国库

零余额账户支付至施工单位、服务单位。

5.利益相关方

主管单位 大武口区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单位 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

项目承建单位 宁夏陈桥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受益方 大武口区内居民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增加城市公共绿地和休闲场所，进一步提升城区品质和综合环

境，为市民群众提供环境美好的休闲游憩空间、休闲文化空间，美化

城市形象，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2.年度目标

通过实施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完成改造总面积

18678.5平米，其中：广场铺装面积18337平方米、配套设施面积341.5

平方米；改建翻新和平鸽雕塑1座、国旗升旗台1座、人防出入口3个、

通风口7个；配套增设绿化98.6平米、座椅8套、垃圾箱8套、标识标

牌、原有铺装拆除等，达到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效果。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绩效目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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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改造硬化铺装面积 18337 ㎡

改造配套设施面积 341.5 ㎡

改建翻新设施数量 12 个

新增配套设施数量 16 套

产出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产出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率 100%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 控制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 明显改善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

生态效益 改善广场周边环境 明显改善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有效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依据、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1）通过对项目设立背景、意义、内容、现状的调查和了解，

归纳总结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为全

面、客观、公正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提供依据。

（2）通过评价，找出项目在预算编制、资金支付、过程管理、

执行运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以提升政府资

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评价，剖析项目在预算编制、实施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以提升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管理水平。

（3）通过评价，归纳总结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的

产出情况和效益情况、主要经验及做法，并对现行的相关管理制度和

运行机制进行调查和论证，为完善以后年度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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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

2.评价依据

（1）财务管理的相关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②《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指

标的通知》宁财（债）指标〔2020〕486 号；

③《关于印发大武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石大政规

发〔2021〕1 号；

（2）项目管理的相关依据

①《关于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建设方案的批复》（石

大发改审发〔2020〕64 号）；

②《关于申请批准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建设方案的

请示》（石大文旅广发﹝2020﹞ 51 号）；

③《关于大武口和平广场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立项报

告》（石大综执发〔2020〕15 号）；

④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3）绩效评价管理的相关依据

①《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岀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 号）；

②《关于印发大武口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石大

党发〔2019〕32 号。

（4）其他作为评价依据的材料

①财政预算批复文件；

②项目验收材料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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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相关项目公示、档案资料等；

④相关财务报表、账簿、凭证。

3.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实施的大武

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

（2）评价范围

时间范围 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金范围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828.24 万元

实施地点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分标准

1.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绩效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

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绩效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

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

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相关规定，本项目的指标体系由一、二、三级指标构成。

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效目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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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组按照逻辑分析法设计指标体系，该项目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主要围绕资金使用、资源

配置、项目管理等客观分析项目的产出和效益。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由绩效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原理和评价需求，在调

研基础上依据指标的重要性产生，并经专家论证后根据专家意见，确

定相关指标权重为项目决策 15%、项目管理 25%、项目产出 26%、项

目效益 34%。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

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

价标准。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

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比较高的评价标准。

（4）其他标准：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计划标准+历史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以下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

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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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公众评判法，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

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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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标准

绩效评价结果初步采用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评价结果分

优、良、中和差 4 个考评等级。总分设置为 100 分，依据制定的考评

指标打分后：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项目绩效评价组根据工作计划对项目展开前期调研考察工作，经

过资料采集、资料整理、问卷调查、访谈等必要程序后，明确了本次

评价的目的、方法、原则、指标体系、标准、社会调查方案等。项目

绩效评价组通过整理、分析、归纳、汇总、撰写等环节，顺利完成本

次绩效评价报告工作，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基础资料采集

项目绩效评价小组采集项目单位有关财务资料以及业务资料。

（1）财务资料

评价小组通过核查预算部门财务部提供的项目资金拨付文件、相

关合同、资金支出情况、相关费用付款清单和相关凭证；并且根据预

算部门填写的基础数据表逐项进行核实；核查财务报表和其他数据统

计资料。评价人员采用查看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方式调查项目资金

的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支付相关规定。

（2）业务资料

评价小组收集与项目相关的背景资料、立项管理、采购管理、合

同管理、过程管理、验收管理、会议记录等资料，并核实。

2.问卷调研

项目绩效评价组根据项目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本次问卷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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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为大武口区内居民。评价小组对和平广场周边群众进行现场调

研，设计问卷 60 份。问卷调查完成后，评价小组工作人员对问卷调

查表进行整理、汇总、打分，并据此撰写满意度调查报告。

3.访谈调研

依照工作程序，项目小组对项目单位相关人员进行访谈，针对项

目的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情况、工作取得的成绩与效

益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

4.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评价小组以绩效目标为标杆，以评分标准为依据，对采集的资料

进行甄别、整理、分析、汇总，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按时上报委

托方。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级指标评分汇总表

项目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权重 15.00 25.00 26.00 34.00 100.00

得分 14.00 21.77 23.50 32.65 91.92

得分率 93.33% 87.08% 90.38% 96.03% 91.92%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

查及访谈的方式，对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绩效进行客

观评价，最终评价结果：总分 91.92 分，绩效评级为“优”。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立项依据充分，设置的绩效

目标能够反映项目实施内容；项目的业务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健全有

效，资金使用合法合规。项目单位管理制度执行基本有效，项目的产

出数量、产出成本全部达到管理方案的要求。项目的实施达到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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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城区品质和综合环境，为市民群众提供环境美好的休闲游憩空

间、休闲文化空间的目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指标评分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00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2.00 2.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3.00 3.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00 2.00

预算编制科学性 2.00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00 2.00

合计 15.00 14.00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根据《关于申请批准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建设

方案的请示》（石大文旅广发﹝2020﹞ 51 号）、《关于大武口和平

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建设方案的批复》（石大发改审发〔2020〕64

号）文件的要求立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

立项依据充分。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石大文旅广发﹝2020﹞ 51 号）、（石

大发改审发〔2020〕64 号）等文件要求，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料，

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立项程序规范。该指标满分

2.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00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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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

料，项目设立了绩效目标，符合政府决策，与项目单位职责具体相关。

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本项目设立了绩效总目

标，能将项目绩效指标进行进一步分解细化，其中数量指标、质量指

标、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设置清晰、细化、可衡量；但社会效益指标

设置值未达到预期效果，不能通过清晰、细化、可衡量的指标值展现

绩效目标。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00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项目编制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市政工程计价定额》、《宁夏回

族自治区建筑工程计价定额》、《宁夏回族自治区装饰装修工程计价

定额》、《宁夏回族自治区安装工程计价定额》及其配套的取费定额，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宁夏地区实施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细则，编制依据科学。该指标满分

2.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00 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

为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宁财（债）

指标〔2020〕486 号 ）指标文件，明确在自治区下达的资金额度内

及时编制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细化债券实施项目。大武口区文化旅游

广电局作为项目主体责任单位，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债券资金使用规定

和资金支付程序计划下拨，资金分配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规范，

资金分配合理。该指标满分 2.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00 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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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指标评分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资金到位率 4.00 4.00

预算执行率 4.00 2.77

资金使用合规性 5.00 5.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4.00 4.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8.00 6.00

合计 25.00 21.77

资金到位率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预算资金为 828.24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为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券资金，由《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指标的通知》宁财（债）

指标〔2020〕486 号 文件下达，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分配至大武口

区文化旅游广电局单位，现场查阅相关会计凭证，资金到位率 100%。

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分。

预算执行率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预算资金 828.24 万元，经

过绩效评价小组对预算单位的支出凭证复核，截至2021年 6月30日，

项目实际支出 573.4008 万元，预算执行率 69.23%。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2.77 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大武口区财政局及文化旅游广电局按照相关财务管理办法对项

目进行管理，项目支出经过项目监理单位、项目管理单位确认后予以

支付，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支出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合同规定的用途。该指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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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健全性

通过复核项目资料，项目制定了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招

投标管理、合同管理、验收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且管理制度合法、

合规、完整。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通过查阅项目相关的招投标资料、合同、验收资料等，本项目施

工项目均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

确定施工单位，所有采购的服务类项目均按照政府采购制度的要求，

采用政府直接购买的方式购买相关服务。项目建设单位均与施工单

位、第三方服务单位签订合同（或协议），具体规定了施工（服务）

内容、施工（服务）标准、施工（服务）期限、双方的责任义务等要

素。本项目中所有施工项目均由项目实施单位组织验收，项目验收程

序较为完整，验收资料较为完备。但项目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工。

该指标满分 8.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6.00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指标评分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产出数量

改造硬化铺装面积 3.00 3.00

改造配套设施面积 3.00 3.00

改建翻新设施数量 3.00 3.00

新增配套设施数量 3.00 3.00

产出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6.00 4.50

产出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率 4.00 3.00

产出成本 成本控制情况 4.00 4.00

合计 26.00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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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数量

根据项目工程验收单，按照实施计划已完成广场硬化铺装工程项

目；其中包含：改造硬化铺装面积 18337 平方米；改造配套设施面积

341.5 平方米；改建翻新设施数量 12 个，包括：翻新和平鸽雕塑 1

座、改建国旗升旗台 1座、人防出入口 3 个、通风口 7个；新增配套

设施数量 16套，包括：新增绿化面积 98.6 平米、休闲座椅 8套、分

类垃圾箱 8 套等基础设施。该指标满分 12.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12.00 分。

项目验收合格率

根据工程验收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宁夏房

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宁夏陈桥建设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6月 8日对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实施验收,

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因项目在改造硬化铺装面积验收中部分存在铺装

不够平整、岩板板缝宽窄不一等现象。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扣除

权重 1/4。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50 分。

项目完工及时率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本项目建设年限 2020 年 9-11 月，合同约定

时间 2020 年 9 月 28 日-2020 年 10 月 27 日，实际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6月，未按批复文件要求完成。本次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实施过

程中，一是由于现场施工环境相对复杂，原有铺装基层内部渗水较多，

基层条件无法满足施工要求，采取增加排水管、增加砂砾垫层厚度等

措施，致使未按项目施工计划推进；二是按照《关于做好全市建筑施

工冬春季质量安全监管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石住建通字〔2020〕

79 号）要求，202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期间，按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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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相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管控，停止各类土石方作业和房屋拆迁施工

（自治区重点项目除外），导致项目停工无法实施，造成项目未按项

目阶段性施工计划完成建设，存在滞后现象。该指标满分 4.00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批复投资 1033.13 万元。

2020 年 11 月大武口区财政局下达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资金

828.24 万元。（《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新增一般债

券资金指标的通知》（宁财（债）指标﹝2020﹞ 486 号）），根据

《大武口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评审

报告》，本工程送审招标控制价为 805.74 万元，评审控制价为 794.62

万元，核减额为 11.12 万元，核减率为 1.38%。通过查看项目单位绩

效自评报告，本项目最终工程结算审定值为 799.71 万元，工程审定

值未超过项目批复投资。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指标评分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社会效益
人居环境改善 6.00 6.00

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6.00 6.00

生态效益 改善广场周边环境 6.00 6.00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6.00 6.00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0 8.65

合计 34.00 32.65

人居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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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设绿化、休闲座椅、分类垃圾箱等配套设施，打造成集生

态休闲、人文历史、宪法教育于一体的开放性城市地标性广场。和平

广场整体景观得到改善，人居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6.00 分。

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整合大武口区公共文化资源，打造居民文化活动平台，进一步增

加基层文化供给，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周边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

准得 6.00 分。

改善广场周边环境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实施后，根据走访附近居民

和问卷调查，通过增加绿化等设施使得和平广场周边空气得到净化，

人居环境更加舒适和适宜，基本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广

场周边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准

得 6.00 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在项目改造过程中，按照国家、自治

区以及市等总体要求进行推进和管理；项目建成后，移交区综合执法

局、区自然资源局进行日常管理，两部门按照日常管理要求进行维护

保养.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6.00 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

为了获取全面、科学、客观的数据，评价小组根据大武口区和平

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财政资金支出规模、影响范围，采用随机选择

与定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随机对大武口区 60人进行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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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调查问卷 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0 份，问卷回收率 100%。根据

问卷调研，群众对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的满意度为

86.48%（具体问卷调查分析见附件二），对工程完工及时性满意度偏

低。该指标满分 10.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8.65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采用全新改造方式，重塑城市地标性广场

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采用“一横、一纵、一中心”的原则，

以和平鸽为中心，纵轴为主轴线连接青山公园与和平广场成为一个整

体，横轴连接商业与少年宫。形成统一协调的整体景观。充分结合周

边环境，进行综合设计，形成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多元化公共空间。

景观空间开合有序，硬质地坪活动空间结合植物造景，营造舒适宜人

的户外活动空间。针对不同种类的空间形态安排合适的游憩活动项

目，注重动静结合，照顾不同市民、游客的行为需求，积极创造环境

优美，适用舒适，道路便捷，满足市民、游客休闲观光活动需求。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及管理设施，翻新和平鸽雕塑、国旗升旗台、增设绿

化、休闲座椅、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和平广场综合服务

功能和园林景观品质，重塑了和平广场作为大武口区城市地标性广场

的重要地位，不仅进一步巩固提升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也为大

武口区全域旅游提供了重要的景观资源。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施工进度滞后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由于现场施工环境相对复杂，面层原有铺装破除后发现原基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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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渗水较多，基层条件无法满足施工要求，导致施工单位进场人员数

量、人员配备方面及进场机械不能满足施工进度，施工单位阶段性施

工进度严重滞后，影响施工的顺利进行。

2.个别指标未能细化、可衡量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2020 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和平广场

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在立项时，项目单位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和目标制定

了相应的绩效目标，但项目单位未能就项目效益目标进一步细化分解

为具体绩效指标，未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项目预

算绩效管理理念有待加强。

六、有关建议

1.加强管理，提升项目进度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项目管理，在项目实施前期应严格做好勘察和

设计工作，确保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工期等科学合理 ，

提高工程进度，细化项目指标，做出合理的规划，并及时执行，从而

使项目顺利如期完成。

2.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工作，细化可衡量项目绩效指标

建议项目单位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文件要求，结合项目计划内容和预算安排情况，从项目投入、管

理、产出以及效益等方面全面编制完善的绩效目标、指标，并赋予合

适的指标值，从而反映项目内容的完成情况和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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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情况表

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业绩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项目决策
（15 分）

项目立项
（5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充分 3.00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
况。

项目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部门年度工
作计划（2 分）；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
规划（1 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2.00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的规范情况。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1 分）；申报、批复程
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0.5 分）；项目实施
调整履行相应手续（0.5 分）。

绩效目标
（6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3.00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依据充分（1 分）；符合实际（1 分）；与
预算资金量相匹配（1 分）；符合所有条件
得满分，每不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3，扣完
为止。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明确 2.00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明确（1 分）；指标细
化、量化（1 分）；指标可衡量（1 分）；
全部为定性指标的不得分；能够量化而不
量化的，每发现 1 处扣 1 分，直至指标分
值扣完为止。

资金投入
（4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2.00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
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
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
理性情况。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相匹配（1 分）；依据充分，资金量与工作
任务相匹配（1 分）；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每不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2，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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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业绩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2.00

是否根据需要制定相关资金管理
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
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
面、合理。

办法健全、规范（1 分）；因素选择全面、
合理（1 分）；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每不
符合一项，扣权重的 1/2，扣完为止。

项目管理
（25 分）

资金管理
（13 分）

资金到位率 4% 100% 4.00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得分=资金到位率*权重。

预算执行率 4% 69.23% 2.77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得分=预算执行率*权重。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合规 5.00

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
项目支出的情况；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是否
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制度及管理办法（1
分）；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 分）；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1 分），
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开支等情况（2
分）。

组织实施
（12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健全 4.00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
实施的保障情况。

制定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2 分）；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
整（2 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基本有效 6.00 是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是
否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2 分）；
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1 分）；
项目招投标书，合同书、验收报告等资料
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2 分）；项目实施的
人员条件、场地设备等是否落实到位（1
分）；如未填写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扣（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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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业绩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项目产出
（26 分）

产出数量
（12 分）

改造硬化铺装面积 3% 18337 3.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改造硬化铺装的完成情
况

指标值 18337 平方米得满分，未达到指标
值，完成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
分=完成率*权重分。

改造配套设施面积 3% 341.5 3..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改造配套设施的完成情
况

指标值 341.5 平方米得满分，未达到指标
值，完成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
分=完成率*权重分

改建翻新设施数量 3% 12 个 3.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改建、翻新设施的完成
情况

指标值 12 个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新增配套设施数量 3% 16 套 3.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新增配套设施的完成情
况

指标值 16 套得满分，未达到指标值，完成
率=实际完成数/计划数*100%。得分=完成
率*权重分

产出质量
（6 分） 项目验收合格率 6% 100% 4.5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实施验收合格情况。

项目一次性验收合格（6 分）；未达到验收
指标值，合格率=实际合格数/计划数
*100%。得分=合格率*权重分。

产出时效
（4 分） 项目完工及时率 4% 100% 3.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完成及时情况。
4 个子项目及时完成得 4 分，每有一项未
及时完工扣除权重 1/4。

产出成本
（4 分） 成本控制 4% 控制 4.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项目成本单价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得满
分，未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不得分。

项目效益

（34 分）

社会效益
（12 分）

人居环境改善 6% 明显改善 6.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建成后，人居环境改善
情况。

项目建成后，和平广场周边的人居环境有
明显改善的，得满分；改善不够明显的，
扣权重的 50%，没有改善的，不得分。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6% 明显改善 6.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建成后，对居民生活质
量的提升程度。

项目建成后，居民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的，
得满分；改善不够明显的，扣权重的 50%，
没有改善的，不得分。

生态效益
（6 分） 改善广场周边环境 6% 明显改善 6.00

考察 2020 年和平广场硬化铺装
改造项目建成后，对和平广场和
平广场周边环境改善的情况。

项目建成后，和平广场周边环境有明显改
善的，得满分；改善不够明显的，扣权重
的 50%，没有改善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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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业绩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可持续营
销（6 分） 长效管理机制 6% 健全有效 6.00

考察主管部门对项目是否建立相
应的长效管理制度。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且执行有效得满分；基
本健全，基本按规定执行得 3 分；未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不得分。

满意度
（10 分） 受益居民满意度 8% 86.48% 8.65 考察项目实施后，受益居民的满

意度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中满意度问题进行评分。满
意度≧90%以上，得满分；低于 90%，得分
=满意度*权重分。

合计 100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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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问卷调查汇总分析报告

调查问卷分析

本调查问卷是为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财政支出绩

效评价提供依据，旨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率，是绩效评价工作组

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调查内容

此次问卷调查的调查内容为 2020 年大武口区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

造项目受益群众的满意度情况，主要了解项目在开展中受益群众在使用

等方面的直观感受。

二、调查要求

为了获取全面、科学、客观的调查结果，对调查的要求规定如下：

1.调查对象为收到大武口区居民。

2.调查对象数量根据项目规模、影响范围综合确定。由于本项目受

益对象为大武口区内居民，为了获取全面、科学、客观的数据，本次调

查采用入户调查，定点抽取的方法，根据项目实施地走访，获取有效问

卷 60份，基本做到全覆盖调查。

3.调查问卷由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沟通后由被调查人填写，填写

过程不记名，确保填写态度认真，数据采信度高。

三、调查结果

根据各项目相关问卷调查内容，具体调查结果如下所示：

本次满意度调查问卷，共设置了 7 个满意度问题，每个问题的满意

度问题分为 4档，依次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各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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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应的分值分别为 100%、80%、60%、0%，通过加权计算得出各项指

标的满意度比例。

选项 非常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

意 合计

1、您对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了解？ 28 18 14 0 60

2、您对和平广场硬化铺装改造项目实施过程
中文明施工（如噪音过大、垃圾处理不到位、

野蛮施工等）的控制程度是否满意？
36 14 10 0 60

3、您对和平广场路面改善是否满意？ 30 19 11 0 60

4、您对和平广场基础设施配备是否满意？ 35 21 4 0 60

5、您对和平广场铺装改造后的整体景观效果
是否满意？ 26 27 7 0 60

6、您对该工程施工后人居环境改善是否满
意？ 35 17 8 0 60

7、您对项目完工及时性是否满意？ 12 36 12 0 60

合计 202 152 66 0 420

经计算大武口区内居民满意度为 86.48%。

总体来看，项目实施后受益群体对项目反馈较好，与绩效评价小组

调查结果相符，公众对项目实施后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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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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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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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意见签收单

备注：已按项目方意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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