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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宁党发 ﹝2019﹞9 号）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财

（预）发﹝2019﹞270 号）要求，本公司受大武口区财政局委托，对大

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实施的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我公司成立本次绩效评价项目组，通过收集资料、

采集数据、问卷调查、调研访谈、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必要的评价程序后，

在梳理、分析相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大武口区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生态立区战略，重视区

内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

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 号）、《自治区党委

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发[2018]43 号），大武口区党委、政府制定

了《大武口区创建宁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石

大党办综〔2018〕87 号）（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以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处理及厕改、改善村容村貌“两治两改”为主攻方向，以“百

村示范、千村整治”为行动载体，以村为单位进行检查验收，集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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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按照大武口区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大武口区人民政府分别实施了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项目、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等 5个项目。其中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又包括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污水收集管网改

造修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等 4个子项目。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于 2019 年实施了兴民村、龙泉村生活污水收集

管网建设项目，星海镇果园村污水处理管网建设项目，石嘴山市第三水

源地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等三个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按照大武口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于

2020 年实施了兴民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沟口一矿农场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星光村九号地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星光村十分沟组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星海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隆惠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果园村

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等七个项目，同时委托长胜街道办事处实施了潮湖村

中庄子污水管网改造项目、长胜一队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等两个项目。项

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复核见下表：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表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单位 实际施工内容
完成
情况

一、兴民村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

-
宁夏吉兴建
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在村庄次干道及巷道下铺设D200螺旋波纹管道2650米，D300
钢筋砼管道 6520 米，建设检查井 670 座，建设化粪池 1 座，
恢复施工面包砖路面 4200 平方米，恢复沥青路面 760 平方米，
将污水接入现状末端官网并最终接入石嘴山市第一污水厂进

行集中处理

完成



5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单位 实际施工内容
完成
情况

二、沟口一矿农
场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
-

宁夏风云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铺设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4900 米，砌筑钢筋砼
检查井 270 座，有效容积 3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3 座，沥青
砼路面恢复 1600 平方米，巷道硬化（20+20 砼）15200 平方

米

完成

三、星光村九号
地组污水管网

建设项目
-

宁夏禹泽兴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铺设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 12424 米，D200 钢带增
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 590 米，D800III 级钢筋砼管 50 米，

De75PE(100)压力管 80 米，砌筑钢筋砼检查井 650 座，有效容
积 15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3 座，5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8 座，
7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1 座，沥青砼路面恢复 8316 平方米，

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1 座

完成

四、星光村十分
沟组污水管网

建设项目

一标
段

银川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铺设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3654 米，D400 钢带
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725 米，预制砼检查井 241 座，有效
容积 5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1 座，有效容积 70 立方米钢筋砼
化粪池 1 座，沥青砼路面拆除及恢复 2300 平方米，混凝土路

面拆除及恢复 3500 平方米

完成

二标
段

银川市第一
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 完成

五、星海村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

-
宁夏煜翔建
设发展有限

公司

铺设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5300 米，D200 钢带
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3100 米，D800III 级钢筋砼管 50 米，
De75PE(100)压力管 80 米，砌筑钢筋砼检查井 420 座，有效容
积 15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8 座，5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1 座，
70 立方米钢筋砼化粪池 1 座，沥青砼路面恢复 5800 平方米，

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1 座

完成

六、隆惠村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

一标
段

银川市第一
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铺设 De300（HDPE）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21940 米，
PE(100)De75（1.25MPa）压力管道总长 270 米，PE(100)De315
（1.6MPa）压力管道总长 360 米，砌筑砼 D1.0 米检查井 1100
座，砌筑砼 1.5X1.8 闸槽井 2 座，砌筑 D1.2 米、H1.45 米阀门
井 2 座，有效容积 10 立方米成品环保化粪池 3 座，有效容积
20 立方米成品环保化粪池 3 座，有效容积 30 立方米成品环保
化粪池 3 座，有效容积 50 立方米成品环保化粪池 3 座，有效
容积 70 立方米成品环保化粪池 1 座，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2
座，沥青路面拆除及恢复 1410 平方米，混凝土路面拆除及恢

复 7750 平方米及施工降水等措施

完成

二标
段

宁夏吉兴建
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完成

三标
段

宁夏中康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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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单位 实际施工内容
完成
情况

七、果园村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

一标
段

宁夏瑞德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铺设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 5900 米，砖砌 D1.0
米排水检查井 254 座，闸板井 2X2X2.5 米（含阀门配件）1 座，
阀门井 1 座，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1 座，混凝土路面拆除及恢

复 2850 平方米

完成’

二标
段

宁夏宏瑞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铺设排水管道 D300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道（PE）3677.8
米，D400II 级钢筋混凝土管道 1004.6 米，砖砌排水检查井 180

座，混凝土路面拆除及恢复
完成’

八、长胜村一队
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

宁夏辰信建
邦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 完成

九、潮湖村中庄
子污水管网改

造项目

宁夏众合泰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铺设 D400 双壁波纹管排水管道 1490 米，D315 双壁波纹管排
水管道 2080 米，De110 压力排水主管 1400 米，De160 排水预
留支管 3000 米，建设污水提升泵站 1 座，混凝土检查井 112

座，沉泥井 30 座

完成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使用《自治区财政厅 生态

环境厅关于下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代补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

财（资环）指标[2020]163 号）预算资金 1326 万元，于 2020 年 6月 4

日到位。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共计支出 1326 万元，预算执行

率 100%。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项目名称 指标资金 分配金额
实际支出金

额
预算执行率

1 兴民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自治区财政厅 生
态环境厅关于下达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
代补资金预算指标的
通知》（宁财（资环）
指标[2020]163 号）

72.87 72.87 100%

2
沟口一矿农场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
153.41 153.41 100%

3
星光村九号地组污水管网

建设项目
127.29 127.29 100%

4
星光村十分沟组污水管网

建设项目
275.83 275.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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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项目名称 指标资金 分配金额
实际支出金

额
预算执行率

5 星海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13.21 113.21 100%

6 隆惠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375.84 375.84 100%

7 果园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05.55 105.55 100%

8
长胜村一队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
20 20 100%

9
潮湖村中庄子污水管网改

造项目
32 32 100%

10
石嘴山市第三水源地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奖补
（祥河村、富民村）

50 50 100%

合计 1326 1326 100%

4.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情况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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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

处的支付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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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向大武口区

发展和改革局申报相关项目的建设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②项目实施：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根据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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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污水管网项目的建设，通过招投标确定各项目的施工单位，并与之

签订合同；各施工单位根据合同要求，组织施工；

③监督管理：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根据管理要

求，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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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根据合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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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施工单位、服务单位。

⑤项目验收：项目完工后由施工单位移交至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

局、长胜街道办事处，由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组织

验收。

5.利益相关方

主管单位 大武口区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单位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

项目承担单位 宁夏吉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16 家单位

项目受益方
大武口区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
村十分沟组、星海村、隆惠村、果园村、长胜村、潮湖村

中庄子等约 6630 户村民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通过铺设排放污水管道，新建化粪池、污水检查井、闸板井、阀门

井、沉泥井、污水提升泵站等设施，收集农村生活污水，改变农村生活

污水无序排放的现状，从而提升实施地农村水环境质量，改善区内农村

人居环境，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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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目标

按照设计及变更的方案，完成以上 9个子项目的建设内容，铺设污

水排放管道 81245.4 米、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沉泥井 3933

座、修建化粪池 41 座、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6座、恢复及硬化路

面 53686 平方米，加快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的建设进程，改善大武口

区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十分沟组、星海村、

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潮湖村中庄子等 9 个行政村约 6630 户村民

的生活环境。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后续维护和管理制度健全，职责明确，

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85%。

项目具体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米、座、平方米、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

铺设污水排放管道里程 81245.4

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沉泥
井数量

3933

修建化粪池数量 41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数量 6

恢复、硬化路面面积 53686

产出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产出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率 100%

社会效益

改善区域村镇基础设施，促进村镇经
济发展

效果显著

受益村民户数 6630

生态效益
项目区污水排放改善 效果显著

项目区生态环境改善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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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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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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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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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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加快支出进度的通

知》（宁财预发〔2018〕352 号）；

③《大武口区项目投资管理办法》（石大政发〔2016〕2 号）；

④《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财务管理制度》；

⑤《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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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的相关依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4 年）；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中办发[2018]5 号）；

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101 号）；

④《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发[2018]43 号）；

⑤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宁城办发[2018]6 号）；

⑥《大武口区创建宁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区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石大党办综〔2018〕87 号）；

⑦《大武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石大政发〔2016〕2号）；

⑧《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⑨ 批复、验收、公示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资料。

（3）绩效评价管理的相关依据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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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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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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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作为评价依据的材料

①财政预算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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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项目验收材料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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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负责

实施的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评价范围

时间范围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金范围 2020 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代补资金 1326 万元

实施地点
大武口区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
十分沟组、星海村、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潮湖村中庄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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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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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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指标权重

调整后确定。

本次评价标准主要是参照计划标准和历史标准制定。对于已经制定

计划目标的指标，则直接用实际情况与计划情况相比较进行评价。对于

没有制定计划目标的指标，则参照历史标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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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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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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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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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为大武口区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十分沟

组、星海村温棚园区、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潮湖村中庄子等村（组）

内的村民。评价组对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

十分沟组、星海村温棚园区、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潮湖村中庄子

等村（组）进行现场调研，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00 份。

问卷调查完成后，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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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问卷调研，受益群众对 2020 年大武口

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的满意度为 91.32%。具体问卷调查分析见附

件三。

3.访谈调研

依照工作程序，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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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22.00 30.00 30.00 100

得分 16.00 22.00 30.00 25.00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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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得分率 88.89% 100% 100% 83.33% 93.00%

经评价，项目总得分为 93.00 分，属于“优”。

项目决策：该项目立项内容与国务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武口区

人民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相适应，立项依据充分，预算编制科

学，资金分配合理，但填写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缺少量化指标。

项目管理：该项目组织机构构架完善、职能明确，有健全的财务管

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本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产出：该项目包括 5 项产出数量指标，铺设污水排放管道

81245.4 米，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 3933 座，修建化粪池 41 座，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6座，恢复、硬化路面 53686 平方米，均达到

标杆值；产出质量指标为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的标杆值；产出

时效指标为项目完工及时率，达到 100%的标杆值。

项目效益：该项目实施以来，有效遏制了各项目实施地的水体污染，

改善了各项目实施地的污水排放状况，改善了各项目实施地的生态环

境，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该项目受益群众满意度为 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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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3.00 3.00



17

绩效指标明确性 3.00 1.00

预算编制科学性 3.00 3.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3.00 3.00

合计 18.00 16.00

立项依据充分性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符合国家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指导意见的要求，符合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

有关要求，适应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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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由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

长胜街道办事处向大武口区发展改革局申报各项目的建设方案、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经大武口区发展改革局审批后，大武口区住建和

交通局组织实施。本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实施内容清晰明确。该指标满

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的绩效总目标为：通过铺

设排放污水管道，新建化粪池、污水检查井、闸板井、阀门井、沉泥井、

污水提升泵站等设施，收集农村生活污水，改变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

的现状，从而提升实施地农村水环境质量，改善区内农村人居环境，补

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该绩效目标符合国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

意见的要求，符合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有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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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符合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工作的实际要求，与预算

指标确定的资金计划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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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填报的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绩效

目标申报表中，产出和效益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缺少一定的量化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项目实施的约束作用。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

据评分标准得 1.00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预算指标由大武口区住建

和交通局根据自治区本级 2020 年财政预算、《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宁财资环发[2020]49 号）、《关

于印发<2019 年全区农村厕所改造及污水处理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农计发[2019]24 号）要求编制，资金使用范围和项目建设内容明

确，预算编制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该指

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厅 生

态环境厅关于下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代补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宁财（资环）指标[2020]163 号）下达至大武口区，大武口区住建和

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根据项目具体实施情况结合资金支持范围进行

资金的分配。项目资金具体分配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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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分配资金

1 兴民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72.87

2 沟口一矿农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53.41

3 星光村九号地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27.29

4 星光村十分沟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75.83

5 星海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13.21

6 隆惠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375.84

7 果园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05.55

8 长胜村一队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0

9 潮湖村中庄子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32

10
石嘴山市第三水源地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奖补（祥河

村、富民村 4 个队）
50

合计 1326

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管理指标评分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资金到位率 5.00 5.00

预算执行率 5.00 5.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00 3.00

组织机构 3.00 3.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00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00 3.00

合计 22.00 22.00

资金到位率

《自治区财政厅 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以奖代补

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资环）指标[2020]163 号）指标资金 1326

万元于 2020 年 6 月 4 日由自治区财政厅国库零余额账户下达至大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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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国库零余额账户。指标资金及时到位，资金到位率 100%。该

指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预算执行率

审核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支出凭证等相

关资料，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预算资金共计支出 1326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预算执行情况如下图所示：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到位资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预算执行率

1 兴民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72.87 72.87 100%

2 沟口一矿农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53.41 153.41 100%

3 星光村九号地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27.29 127.29 100%

4 星光村十分沟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75.83 275.83 100%

5 星海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13.21 113.21 100%

6 隆惠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375.84 375.84 100%

7 果园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105.55 105.55 100%

8 长胜村一队污水管网建设项目 20 20 100%

9 潮湖村中庄子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32 32 100%

10
石嘴山市第三水源地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项目奖补（祥河村、富民村 4 个队）

50 50 100%

合计 1326 1326 100%

该指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通过抽查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与本项目相关的

会计凭证、原始单据、付款审批等财务资料，本次下达的预算资金全部

用于本项目，所有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所有资金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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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组织机构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负责相关项目的申请以及

项目的实施，根据区政府批准的投资计划分步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报大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根据批复的内容，

结合实际情况，实施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并按规定核算资金使用情况。大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大武口区住建

和交通局的立项申请，审批相关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

初步设计。大武口区财政局负责筹措项目资金和监督项目实施单位的财

务活动，根据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的支付申请，支付相关款项，并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项目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020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执行的财务管理制度为《大

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财

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为《大武口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石

大政发〔2016〕2号）、《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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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所有

施工项目均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管理的规定，采用公开招投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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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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费

用支付方式等要素。本项目中所有施工项目均由项目实施单位组织了初

步验收，验收资料较为完备。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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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设污水排放管道里程 5.00 5.00

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沉泥井数量 4.00 4.00

修建成品环保化粪池数量 3.00 3.00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数量 3.00 3.00

恢复、硬化路面面积 5.00 5.00

产出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5.00 5.00

产出时效 项目完工及时率 5.00 5.00

合计 30.00 30.00

铺设污水排放管道里程

根据各子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9个子项

目共计铺设污水排放管道 81245.4 米，达到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沉泥井数量

根据各子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9个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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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计修建检查井 3897 座、闸板井 3座、阀门井 3座、沉泥井 30 座，

达到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分。

修建成品环保化粪池数量

根据各子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9个子项

目共计修建成品环保化粪池 41座，达到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3.00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数量

根据各子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9个子项

目共计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 6 座，达到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3.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恢复、硬化路面面积

根据各子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9个子项

目共计恢复、硬化路面 53686 平方米，达到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项目验收合格率

根据各子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单和验收报告等资料，2020 年大武口

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中所有工程类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大武口区

住建和交通局、长胜街道办事处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进

行联合初步验收，所有实施项目均通过验收，验收资料较为完备。该指

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分。

项目完工及时率

根据各子项目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施工单位项目移交单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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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中各子项目均按时完工。该指

标满分 5.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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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

4.00 3.00

受益村民户数 4.00 4.00

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地水质改善 4.00 3.00

项目实施地生态环境改善 4.00 3.00

可持续影响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6.00 4.00

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8.00 8.00

合计 30.00 25.00

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项目建设投入运行后，完善了大武口区农村生活污水管网系统，解

决了部分农民生活污水排放问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态环

境和投资环境，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提高

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缩小了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和环境差

距。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受益村民户数

2020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覆盖 9个行政村6630户村

民，其中大武口区兴民村 2417 户，果园村 800 户，星光村九号地组 275

户，星光村十分沟组 545 户，星海村温棚园区 307 户，长胜村、潮湖村

中庄子 300 户，沟口一矿农场 270 户、隆惠村 1716 户，受益村民户数

达到指标标杆值。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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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地水质有所改善

项目实施前，农村生活污水肆意排放，不仅污染了生态环境，还导

致疾病的传播，极大地威胁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及村民的身体健康。

项目实施后，项目实施地水质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减少了由于生活污

水排放而污染农产品、土壤以及水体的情况，保障了村民的身体健康。

该指标满分 4.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项目实施地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项目建设投入运行后，项目实施地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基本解决了

项目实施地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的问题，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增

强了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人居环境更加舒适。该指标满分 4.00 分，

根据评分标准得 3.00 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在与各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的同时，签订

了工程质量保障书，规定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个月，缺陷责任期内保

修费用由项目承担方承担。各项目完工并验收合格后由大武口区住建和

交通局移交至各项目实施地的村委会，后续的管理及维护由各项目实施

地的村委会负责。截止评价日，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存在部

分子项目未完成工程项目结算的情况，部分项目资金存在未全额支付的

情况。该指标满分 6.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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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

水管网建设项目财政资金支出规模、影响范围，采用随机选择与定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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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相结合的方法，随机对大武口区兴民村、沟口一矿农场、星光村九号

地组、星光村十分沟组、星海村温棚园区、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

潮湖村中庄子等 9 个行政村（组）200 人进行满意度调查，根据问卷调

研，群众对2020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的满意度为91.32%。

该指标满分 8.00 分，根据评分标准得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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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档案较为完整，档案管理专业性高

档案资料是今后使用管理项目的重要依据，是基建管理工作的重要

环节，也是建立档案管理网络的重要基础。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档案完整，从项目的立项申请、批复，到涉及项目决策的

会议纪要，再到项目的实施方案、建设方案、项目施工设计、招投标资

料、控制价资料、结算审核、绩效申报、管护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等一

系列资料都较为完备，确保了档案管理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目标申报表所设置的指标中欠缺定量指标

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填报的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绩效

目标申报表中，产出和效益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缺少一定的量化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项目实施的约束作用，无法有效考核项目产出和

项目效益。

2.部分项目竣工结算及时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根据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截止评价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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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项目存在未及时完成竣工结算的情况，造成部分项目资料的缺失，

不利于后期对项目实施做出全面的评价。

六、有关建议

1.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及时完成竣工结算

建议强化执行主体责任，加强项目进度管理，提升项目的竣工结算

进度以及资金支付进度，保障项目及时竣工。

2.填写绩效目标申报表时以定量指标为主

建议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在以后的项目中填写绩效目标申报表

时，充分考虑指标的特点以及实现的难易度，设置可量化的绩效指标以

及指标值，从而体现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性。

3.加强对污水管网设施的定期保养和建立设施损坏处置机制

建议在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大武口区住建和交通局及时做好工

程结算，及时移交至各项目实施地的村委会。同时建议各项目实施地的

村委会在压实主体责任的同时，做到统筹推进、分类指导，加强对污水

管网设施的定期保养，建立设施损坏处置机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

序、监管科学的污水管网后续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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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情况表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细化、量化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项目
决策
（18
分）

项目立项
(6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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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

施规划（1.5 分）。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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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项目实

施调整履行相应手续（1 分）。

3.00

绩效目标
（6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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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实际（1 分）；目标细化
（1 分）；目标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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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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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目标的明晰化情况。

产出指标明确、细化（1.5 分）；效益指标
明确、细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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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资金投入
（6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
标准，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安排有明确数量和单价（1 分）；数
量和单价依据充分（1 分）；符合项目实

施计划（1 分）。
3.00

预算安排合理性 3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1.5 分）；资金分
配额度合理（1.5 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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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细化、量化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项目
管理
（22
分）

资金管理
（13 分）

资金到位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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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到位）×
100％；得分=预算执行率*权重。

5.00

预算执行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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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计划执行）×

100％；得分=预算执行率*权重。
5.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
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

范运行情况。

资金使用完全符合评价要点（3 分）；虚
列支出扣 1 分；支出依据不合规扣 1 分；
截留、挤占、挪用、超标准开支扣 1 分。

3.00

组织实施
（9 分）

组织机构 3 机构是否健全、分工是否明确。
①机构健全（1.5 分）；②分工明确（1.5

分）。
3.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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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1 分）；建立健
全项目财务制度（1 分）；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1 分）。
3.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遵守相关规定（1 分）；项目手续完备（1
分）；执行相关制度（1 分）。

3.00

项目
产出
（30
分）

产出数量
（20 分）

铺设污水排放管道里
程

5 计划完成 81245.4 米

考察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完成
铺设污水排放管道里程是否达到计划数。
实际完成亩数 81245.4 米，等于计划数，
得满分，每少 1000 米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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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细化、量化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修建检查井、闸槽井、
阀门井、沉泥井数量

4 计划完成 3933 座

考察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完成
修建检查井、闸槽井、阀门井、沉泥井是
否达到计划数。 实际完成 3933 座，等
于计划数，得满分，每少 100 座扣 1 分，

扣完为止。

4.00

修建成品环保化粪池
数量

3 计划完成 41 座

考察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完成
修建化粪池数量是否达到计划数。 实际
完成 41 座，等于计划数，得满分，每少 1

万亩扣 0.5 分，扣完为止。

3.00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
泵站数量

3 计划完成 6 座

考察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完成
修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数量是否达到计
划数。 实际完成 6 座，等于计划数，得
满分，每少 1 座扣 1.5 分，扣完为止。

3.00

恢复、硬化路面面积 5 计划完成 53686 平方米

考察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完成
完成恢复、硬化路面面积是否达到计划数。
实际完成面积 53686 平方米，等于计划数，
得满分，每少 0.2 万亩扣 0.5 分，扣完为止。

5.00

产出质量
（6 分）

项目验收合格率 5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验收合格数/实际申报
数）×100%。 验收合格数：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
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
指项目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
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
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等于 100%，得满

分，每低 1%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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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细化、量化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产出时效
（6 分）

项目完工及时率 5 100%
项目完工及时率=及时完工数/应及时完工
数*100%。 等于 100%，得满分，每低 1%

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项目
效益
（30
分）

社会效益
（8 分）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

4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4 分）；较为显著（3 分）；一

般（2 分）；没有效果（0 分）。
3.00

受益村民户数 4 6630 户
6600 人以上（6 分）；6100 人-6600 人（4.5
分）；5600 人-6100 人（3 分）；5600 人

以下（0 分）。
4.00

生态效益
（8 分）

项目实施地水质改善 4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4 分）；较为显著（3 分）；一

般（2 分）；没有效果（0 分）。
3.00

项目实施地生态环境
改善

4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4 分）；较为显著（3 分）；一

般（2 分）；没有效果（0 分）。
3.00

可持续影
响（6 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6 健全、有效
健全有效（6 分）；较为健全有效（4.0 分）；

一般（2 分）；没有效果（0 分）。
4.00

满意度（8
分）

受益群众满意度 8 受益群众满意度≥85%

根据问卷评分，满意率=(选择“A”选项样本
数+“B”选项样本数×0.8+“C”选项样本数×
0.6)/总样本数×100%；根据问卷评分≥85%
得满分；满意度低于 85%，每低于 5%，扣

除 1 分。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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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细化、量化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合计 100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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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复核表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复核表
单位：元

序号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服务）单位 支付事由 合同价款
使用本次专项
资金支付金额

采购方式
合同
管理

验收
管理

实施
情况

1

一、兴民村污水管
网建设项目

-
宁夏吉兴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3519352.1 670802.22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2 - 宁夏鸿建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监理费 工程结算价的
1.6%

11805 - 规范 - -

3 - 鸿利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审计结算费 - 37424 - 规范 - -

4 - 宁夏鸿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审计费 - 8666 - 规范 - -

5
二、沟口一矿农场
污水管网建设项

目

- 宁夏风云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款 5205664.59 15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6 - 宁夏鸿建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监理费 工程结算价的
1.6%

30000 - 规范 - -

7 - 宁夏朗石规划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 4113 - 规范 - -

8 三、星光村九号地
组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

- 宁夏禹泽兴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款 6994498.97 10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9 - 宁夏房安建设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

监理费 工程结算价的
1.6%

30000 - 规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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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服务）单位 支付事由 合同价款
使用本次专项
资金支付金额

采购方式
合同
管理

验收
管理

实施
情况

10 - 宁夏朗石规划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 102984 - 规范 - -

11 -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139890 - - - -

四、星光村十分沟
组污水管网建设

项目

一标段

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款 10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12
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

司
工程款 3428936.43 3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13
宁夏绿丰源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监理费 工程结算价的

1.6%
30000 - 规范 - -

14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68579 - - - -

15
二标段

银川市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2985524.6 13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16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59710 - - - -

17
五、星海村污水管

网建设项目

- 宁夏煜翔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工程款 6606134.92 10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18 -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13212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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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服务）单位 支付事由 合同价款
使用本次专项
资金支付金额

采购方式
合同
管理

验收
管理

实施
情况

19

六、隆惠村污水管
网建设项目

一标段

银川市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7066777.14 10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2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141336 - - - -

21

二标段

宁夏吉兴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5126826.51 10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宁夏吉兴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 12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完成

22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102537 - - - -

23
三标段

宁夏中康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工程款 4727848.21 1300000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
完成

24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资 - 94557 -

25

七、果园村污水管
网建设项目

-
宁夏瑞德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款 4446270.08 629455.11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
完成

26 -
宁夏宏瑞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款 3254632.4 406047.67 公开招标 规范’

初步验收
合格

按时
完成

27 -
宁夏鸿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审计费 - 1997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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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项目 标段 施工（服务）单位 支付事由 合同价款
使用本次专项
资金支付金额

采购方式
合同
管理

验收
管理

实施
情况

28 八、长胜街道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以

奖代补资金

长胜村一队 -
以奖代补资

金 200000 - - - -

29
潮湖村中庄

子
-

以奖代补资
金 320000 - - - -

30
九、星海镇人民政
府以奖代补资金

- -
以奖代补资

金 500000 - - - -

合计 - - - 1326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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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问卷调查汇总分析报告

调查问卷分析

本调查问卷是为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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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资金的

大武口区兴民村、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十分沟组、星海村温棚园区、

果园村、隆惠村、长胜村、潮湖村中庄子、沟口一矿农场等 9 个行政村

约 6630 户村民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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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农村污水管网建设资金的大武口区兴民村、

星光村九号地组、星光村十分沟组、星海村温棚园区、果园村、隆惠村、

长胜村、潮湖村中庄子、沟口一矿农场等 9 个行政村约 6630 户村民。

2.绩效评价小组根据 2020 年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的财政资

金支出规模、影响范围，随机抽取兴民村、星光村、星海村、长胜村、

果园村、隆惠村村民进行满意度调查，共实际发放问卷 200 份，实际回

收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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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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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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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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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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
满意

合计

1.您认为污水管网建设是否必要？ 182 18 0 0 200

2.您对该工程的建设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扰民
情况（如噪音过大、泥浆乱排、野蛮施工等
情况）是否满意吗？

116 52 32 0 200

3 您对该工程实施后人居环境改善情况是否
满意？

120 56 24 0 200

4.您对工程实施后道路恢复情况是否满意？ 122 61 17 0 200

5.您对大武口区农村污水管网建设总体情况
是否满意？

121 57 22 0 200

合计 661 244 95 0 1000

经计算兴民村、星光村、星海村、长胜村、果园村、隆惠村村民满

意度为 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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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较为相符，公众对项目实施后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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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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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项目实施单位意见签收单

备注：已按项目方意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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