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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科

学化管理水平，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和引导作用，强化各单位财政支出责任意识，根据《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关

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关

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

《关于推进我市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洛政〔2011〕

99 号）及《关于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汝政

〔2011〕36 号）的要求，受汝阳县财政局委托，依据汝阳

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情况汇总资料，根据《汝阳

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汝政办〔2011〕72号），

按照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绩效相关的原则，采用听取汇报、

现场考察、座谈和专家评议等评价方法，对汝阳县柏树乡中

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由汝阳县教育体

育局（原汝阳县教育局）负责实施，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是汝

阳县机构改革组建的新部门，为汝阳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设办公室、人事股、普教股、教研室、基建办安全办、学前

办、师训股、监察室、督导室、成教股、电教股、高招办、

计财科等科室，负责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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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维修改造及新建等全面工作。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占地面积 3.4453 公顷，建筑面

积 15871 平方米，总投资 3174.2 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教学

楼、实验楼、综合楼、师生宿舍、学生餐厅及室外工程等。

本次绩效评价内容包括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

楼、漫流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和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

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两部分建设内容。教学楼建筑面

积 3589.05 平方米；综合楼建筑面积 3001.5 平方米；食堂

建筑面积 1558.48 平方米；宿舍楼建筑面积 2692.2 平方米；

项目已经实施完毕投入使用，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

正在进行审计，其他项目已审计完毕。 

（二）项目绩效目标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

楼建设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2 月开工，2018 年 8 月竣工，合

同价 1269.935083 万元；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堂、宿舍

楼及室外工程项目，计划于 2019年 10 月开工，2020 年 6 月

竣工；合同价 1932.849521 万元（宿舍楼、食堂合同价

891.337046万元；室外工程合同价 1041.512475 万元）。项

目完工后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属于教育公益事

业，是汝阳县委、县政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该项目建成后，

进一步缩小县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办

学差距，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水平，改善学生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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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按照绩效评价要求，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认真组织项目自

评工作，完成项目绩效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内容由项目概况、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项目组织实施情况、项目绩效完

成情况、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部分组成。

项目自评报告内容较完整，评价结果较客观。 

专家组通过对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资

料的查阅、现场调研和对项目管理单位自评报告的审阅，认

为此项工作开展程序及资金使用规范、方法科学，管理较到

位。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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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评价目的 

此次开展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

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该项目的立项决策、项目实施与管理、

资金管理以及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效益等方面，考察财政资

金的使用效益。监督和督促资金使用单位更加科学、合理使

用财政资金，总结和发现财政资金投入和使用过程中的经验

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类似项目的实施提出改进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共资源有效合理

配置，为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以及项目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遵循科

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原则，采用资料查阅、政策及

文献研究、现场考察、听取汇报和专家评分等多种评价方法，

依据财政部绩效管理规定以及关于评价指标的相关建议，结

合该绩效评价项目的特点构建本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本

项目进行具体的量化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1）确定评价专家小组成员 

此次开展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

价，根据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特点和具体要求，成立了

以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梁斌教授为评价专家

组组长，张萍（河南科技大学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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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霞（河南科技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副教授）、杨萌（河南

科技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博士）为成员的绩效评价专家组。专

家组通过查阅项目资料，了解项目开展情况，制定评价工作

方案（附件 1）。 

（2）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专家组通过对评价项目大量相关资料的调研阅读，

根据财政部绩效管理规定以及关于评价指标的相关建议，结

合该项目的特征，经专家组成员讨论，共同协商研究，构建

了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结果应用

为保障、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项目建设质量、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为目的的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对本项目

进行具体的评价（附件 2）。 

（3）评价单位汇报、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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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 日，评价专家组在汝阳县财政局听取关

于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工作汇报，

专家组成员在听取汇报和资料查阅的基础上向汝阳县教育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并详细了解本项目的实施背景、

实施流程及内容、项目管理的科学程度、资金使用的流程及

规范程度等有关项目信息。 

（4）收集核查资料 

评价专家组收集项目建设相关政策文件和项目、建设单

位相关制度等资料；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项目立项、评

审、验收等程序是否符合要求，项目支出是否合规，资金拨

付手续是否齐全，是否存在截留、挪用等情况。 

2.组织实施 

2020 年 12 月 2 日，评价专家组会同汝阳县财政局、汝

阳县教育体育局、柏树乡中心小学负责人等相关人员对项目

现场进行了调研考察，了解项目建设及投入使用情况，对项

目的相关参与人员及社会公众进行了询问调查。 

3.分析评价 

评价专家组根据查阅资料、现场考察、实地访谈等整理

出的有效信息，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项目

绩效目标、实施过程及质量、项目实施成效等方面进行综合

绩效评价。通过综合评议形成评价结论，撰写项目绩效评价

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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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截止 2020 年 12 月 25 日，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

工程项目到位资金 3271.079984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

1338.230463 万元；汝阳县财政资金 1932.849521 万元），

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截止 2020 年 12 月 25 日，项目总投资 3271.079984 万

元，其中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

教学楼建设项目 1338.230463 万元（已支付至审计审定价的

100%）；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

目 1932.849521 万元（由河南金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

计决算中，支付至合同价的 60%）。共计支付 2497.940176

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款项按项

目合同要求进度百分比拨付。资金拨付首先由项目单位责任

人在工程建设资金申请表、工程款建设申请表、工程款支付

证书、发票等材料上签字；项目学校所在乡镇中心校签字及

加盖公章；再经设计、勘探、监理责任人签字及加盖公章；

教育体育局基建办、主管局长、局长签字加盖公章后，汝阳

县财政局根据工程款拨付依据将资金转帐至项目建设单位

财务专用帐户。 

依据调查情况，该项目资金在使用上能按照资金管理办

法，专款专用、严格监管，没有发现挪用和挤占现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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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支出严格遵守有关支付要求和程序，符合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理，会计核算较规范。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确定首先由学

校上报并出具书面建设用地承诺等材料，经教育体育局组织

专业人员进行实用论证后确定项目学校，再上报汝阳县人民

政府等单位。 

2017 年 9 月 17 日，汝阳县纪委、财政局、发改委、住

建局、规划局、教育体育局、电业局、城管局、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县长组织的专题会议，对义务

教育发展均衡创建工作和学校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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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形成汝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室会议纪要：《关于义

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工作的会议纪要》（〔2017〕20号）。 

2018 年 10 月 16日，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文件《汝阳县教

育局关于汝阳县 2018年义务教育均衡创建项目的意见》（汝

教〔2018〕174 号），同意筹建汝阳县 2018年义务教育均衡

创建项目，并要求抓紧时间报批。 

2018 年 10 月 17日，汝阳县教育体育局《关于呈报汝阳

县 2018 年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

示》（汝教〔2018〕175 号），按照洛阳市发改委和教育部

门对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工作的安排，汝阳县结合本县实

际，将项目相关情况上报汝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2 月 21 日，汝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

于汝阳县 2018 年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汝发改审批〔2019〕3 号），对项目的建设地

点、建设内容及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进行了批复；要求

项目单位要严格以审批后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础，抓紧完

成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按程序批报，并办理相关手续。根据

项目批复文件及汝阳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室会议纪要

（〔2017〕20号），汝阳县教育体育局委托招标代理机构依

照程序对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进行了采购

工作（附件 3）。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得到

了汝阳县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汝阳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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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局制定了《汝阳县教育建设工程管理实施办法》、《汝

阳县教育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制度》等项目相关制度。

工程实施过程除安监、质监、监理单位进行正常检查监督外，

教育体育局专门抽调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项目学校也派专

人对施工单位进行质量、进度、安全等方面的监督，发现问

题及时向教育体育局、监理单位汇报，教育体育局在第一时

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到现场进行实地察看并协调解决问题。

各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各尽其责，保证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该项目计划投资 3202.784604 万元，截止 2020年 12 月

25 日，总投资 3271.079984 万元，实际支付 2497.94017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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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未

完成审计，项目的经济性需依据审计结果给予认定。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

楼建设项目，实际于 2018 年 2 月 3 日开工，2018 年 11 月

10 日竣工，进度滞后 3个月。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堂、

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实际于 2019年 10月 6日开工，2020

年 5 月 10日竣工，进度提前 1个月。 

（2）项目完成质量 

汝阳县教育体育局组织质检、监理、安检、设计、地勘、

发改、财政等相关单位人员分别于 2018年 11月 10日和 2020

年 5 月 10 日对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

教学楼建设项目和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进行了竣工

验收，认定该工程项目质量合格。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财政支出资金使

用较合理，质量符合要求，进度稍滞后，经济性有待根据审

计审定结果给予认定。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

进了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切实改善了项目学校的

办学条件，同时也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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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对全面提高汝阳县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也为学校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校区投

入使用后，在 2020 年春季，有 60 余名学生从县城及周边学

校转入柏树乡中心小学，首次出现了学生从城市学校向农村

学校回流的现象，走出了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新道路。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制定了相

应的项目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规，招投标、监督检查等程

序较规范。项目质量符合要求，进度滞后，成本控制效果待

审计结果评定。项目实施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社会公

众满意度较高。 

绩效评价专家组经过调查分析和评价，认为汝阳县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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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完成了项目目标任务，但还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改进。经专家组综合评

议，该项目综合得分为 85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汝阳县人民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有效

缩小了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在总结现有项目经验的

基础上，建议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加

大教育资金的投入。统筹安排能够推动教育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项目，全方位、多层次

筹措专项资金和专项配套经费，优化资金投向，挖掘内部潜

力，不断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推动汝阳县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 

（一）完善档案资料管理工作，规范项目建设管理程序 

档案资料管理工作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做好档

案资料管理工作，可为工程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前

提条件，提高工程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档案资料所传递

的信息可为后续类似工程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二）做好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依据汝阳县相关

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及汝阳县教育体育局相关制度规定，保

证了项目顺利完成。项目实施过程成立专门的组织由专人负

责项目的管理，实行项目责任追究制，责任到人，保证项目

目标顺利实现。 

（三）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关，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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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安全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工程

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项目实施过程中，汝阳县教育体育局

会同监理单位等其他管理单位和部门在工程开展的各个阶

段对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开展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责令

整改，对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长抓不懈。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建立健全项目建设、管理办法，从制度上确保项目顺

利推进 

汝阳县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该项目的实施，制定了相应

的项目管理制度，对资金使用管理、项目立项审批、项目基

建管理、项目采购等环节进行了细化规定，有效确保了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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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有章可循，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执行“四制”，加强工程建设管理 

在工程建设管理中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

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落实各项技术措施与技术规范，

采取有效的工程建设管理方式方法与监督措施，保证工程顺

利实施。 

3.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安全 

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按照已批复的建设内容、规模和标准

对项目进行建设。财政部门和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合理安排和使用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不截留、挤占和

挪用，确保项目资金封闭运行，安全高效。 

4.注重校园文化景观要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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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培养少年儿童优良品质的最佳时期，校园景

观是小学校园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积极向上、充满知

识和趣味的室外大课堂，是文化最合适的载体。环境育人的

最大优势在于将文化融合景观当中，校园景观设计的过程也

是文化资源整合的过程。文化是景观的灵魂，重视校园化在

小学校园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有利于提升学校景观的档次和

内涵，从而达到环境育人的目标。评价专家组成员在柏树乡

中心小学调研时发现，校园的文化景观设计注重校园文化要

素，使校园景观更显教育性、美性和独特性，使校园环境更

加彰显文化生命力。 

（二）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相关单位的努力下，该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招标筹划方案有待完善 

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楼项目

公开招标后暂停，又与其他项目学校一起招标，但是又存在

延期开标等情况。招标方案多次变动对招标工作顺利进行产

生较大干扰，影响招标工作进展及后续工作的进行。 

2.配套不够完善 

经专家组现场考察，已建成项目结构设计合理，满足使

用功能需求，但暖气等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学生宿舍目前

仅有床，没有放衣服等的柜子。 

3.学校宿舍楼后山坡存在安全隐患 

学校操场等位置建设时地势低洼，需用学校后的山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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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施工，但是受扰动的山坡未进行加固，又距离学生宿舍

楼最近，存在安全隐患。 

（三）建议 

1.编制规范的招标文件，落实招标各项工作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既是投标单位编制投标文件的依据，

也是招标单位与将来中标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基础，招

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对整个招标工作乃至承包发包双

方都有约束力。因此，招标文件的编制是否规范、准确，直

接影响整个采购项目的进度和成败。根据项目的性质与规模

编制与之相应的质量和深度的招标文件，落实招标各项准备

工作，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发布招标公告，为项目顺利实施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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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施工方案，注重项目实施后的安全工作 

项目学校及项目负责单位要审核施工单位制定的施工

方案，施工过程不但要控制施工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更应

对项目实施过程的安全和实施后的使用安全做好规划，保证

在校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安全。 

3.进一步完善项目的配套建设工作 

由于目前项目还存在配套不足的问题，因此建议进一步

争取项目资金，完善相关的配套建设工作，给学生提供一个

安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4.总结教育工程实施工作经验和工作成效 

组织开展教育工程回头看活动，总结教育工程实施工作

经验和工作成效，巩固教育工程成果，提高教育工程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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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建立健全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教育工程长效管

理机制，切实推动教育工程又好又快实施，努力打造群众放

心的“满意工程”、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为全面完成

教育均衡发展规划既定目标奠定扎实基础。 

八、其他 

项目评价的可靠性基于相关部门和单位提供资料的全

面性和准确性，评价专家组尽可能地收集更为全面、有效、

准确的文件和数据，但由于受客观因素的限制，只能在相关

部门和单位提供的现有资料并进行大量文献查阅的前提下，

结合应有的职业判断做出可靠的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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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附件 2：“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

评价指标表 

附件 3：“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招投

标情况一览表 

 

评价工作组成员签名：               

评价工作组联系电话： 

    评价中介机构（公章）： 

 

评价中介机构项目负责人签名： 

评价中介机构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评价专家组组长签名： 

评价专家组联系电话：0379-65627371                

评价工作开展时间：2020年 11月 24 日 

至 2021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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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一、项目背景 

为了改善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农村中小学校

布局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意见》（豫

政〔2016〕71 号）、《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

育寄宿制学校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洛政〔2016〕37 号）和《汝

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汝阳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办学条件项目规划（2014-2018年）实施方案的通知》（汝政〔2014〕

27 号）等文件的指示精神，按照洛阳市发改委和教育部门对义务教

育学校建设项目工作的安排。汝阳县教育体育局同意筹建汝阳县 2018

年义务教育均衡创建项目。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是汝阳县 2018 年义务教育

均衡创建项目之一。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及招投标文件，该

项目包括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楼建

设项目和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两部分

建设内容，由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实施。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教

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2 月开工，

2018 年 8 月竣工，合同价 1269.935083 万元；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

学食堂、宿舍楼及室外工程项目，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开工，2020

年 6 月竣工；合同价 1932.849521 万元（宿舍楼、食堂合同价

891.337046 万元；室外工程合同价 1041.512475 万元）。项目完工

后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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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 

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实地调研、查

阅资料等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价。 

2.公正公开原则 

严格遵循客观、公正、公开等原则，并接受社会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 

针对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的具体支出情况及产

生的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能清晰反映支出和项目绩效之间的紧密

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依据 

1.《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3.《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4.《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市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洛

政〔2011〕99号） 

5.《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号） 

6.《汝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汝

政〔2011〕36 号） 

7.《汝阳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汝政办〔2011〕

72号） 

8.《汝阳县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工作的会议纪

要》（〔2017〕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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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汝阳县 2018 年义务教育均衡创建项目的意见》（汝教

〔2018〕174号） 

10.《关于呈报汝阳县 2018年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请示》（汝教〔2018〕175号） 

11.《关于汝阳县 2018年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汝发改审批〔2019〕3号） 

12.http://www.lyggzyjy.cn 关于招投标情况网站资料 

13.项目绩效评价其他相关资料等。 

四、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一）绩效评价的对象 

绩效评价对象为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负责组织实施的汝阳县柏树

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 

（二）绩效评价的基本内容 

1.项目预期目标；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3.项目组织和管理情况； 

4.项目实现的社会、环境效益； 

5.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实施方法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以财政部绩效管理规定以及关于评价指标的相关建议、《洛阳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本项目实际，专家组对该

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 

（二）绩效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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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标准是衡量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 

1.预算一致性标准 

以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申请预算时提出的绩效

目标及其他相关材料等作为评价的标准。 

2.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创建及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相关文件 

（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农村中小学校布局加强寄宿制

学校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意见》（豫政〔2016〕71

号） 

（2）《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

校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洛政〔2016〕37号） 

（3）《汝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汝阳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项目规划（2014-2018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汝政〔2014〕27号） 

（三）绩效评价实施方法 

1.查阅相关资料。通过对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提交的自评报告等材

料及项目相关资料的查阅，对项目进行初步了解。 

2.召开座谈会。与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负责人代表进行座谈，更深

层面了解项目开展和管理情况。 

3.项目实地调研考察。通过对项目现场实施情况的调研考察以及

对施工单位项目资料的查阅，对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进行更进

一步的了解。 

4.项目反馈交流。评价专家组根据现场调研考察内容，与汝阳县

教育体育局进一步就项目的有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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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是对评价工作的全面总结，主要包括以下部分：项目基

本情况、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况、绩效评价指标

分析情况、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建议等，

重点是绩效分析和存在的问题。 

1.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按照规定的格式撰写绩效评价报告。专家组根据实地调研和座谈

获取的信息，对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客观评价，根

据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打分和评定等级，对项目开展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对建议进行归纳。 

2.与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进行沟通 

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完成后，与汝阳县教育体育局进行沟通，听取

对绩效评价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他们对评价结果的接受和对提出

建议的采纳。 

3.形成报告终稿 

在吸取汝阳县教育体育局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修改并完善评价

报告。 

 

                               项目绩效评价专家组 

202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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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得

分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 
项目立项 

（10 分）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分） 

项目的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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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点：①项目是否按照

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

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全部符合，得 3 分；符合其中两项，得 2 分；符合其

中一项，得 1 分；符合一项以下，得 0 分。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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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点：①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②是否与项目实施单位或

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③项目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

必需；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

水平。 

全部符合，得 3 分；符合其中三项，得 2 分；符合其

中两项，得 1 分；符合其中一项或以下，得 0 分。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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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要点：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

否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④是否与预算确

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全部符合，得 4 分；符合其中三项，得 3 分；符合其

中两项，得 2 分；符合其中一项，得 1 分；符合一项

以下，得 0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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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落实

（10 分） 

资金到位率（5

分） 

实际到位资金与计划投入资金的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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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入资金）×100%。 

资金到位率≥90%时，得分 5 分；90%＞资金到位率≥

80 时，得分 3 分；资金到位率＜80%时，得分 0 分。 
5 

到位及时率（5

分） 

及时到位资金与应到位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资金落实的及时性程度。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

金/应到位资金）×100%。 

到位及时率≥90%时，得 5 分；90%＞到位及时率≥80

时，得 3 分；到位及时率＜80%时，得 0 分。 
3 

过程 
业务管理

（15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分）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

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评分要

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②业务

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各考察点各占 50%权重分，全部符合得满分，否则

扣除对应权重分。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8 分）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

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评价要点：①是否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

手续是否完备；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结算审核报

告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

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全部符合，得 8 分；符合其中三项，得 6 分；符合其

中两项，得 4 分；符合其中一项，得 2 分；符合一项

以下，得 0 分。 

6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分）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

的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

制情况。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

量要求或标准；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

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全部符合，得 4 分；符合其中一项，得 2 分；符合一

项以下，得 0 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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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9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分）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

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评价要

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②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全部符合，得 2 分；符合其中一项，得 1 分；符合一

项以下，得 0 分。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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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点：①是

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③项目的重大开支是否经过评估认证；④是

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⑤是否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全部符合，得 5 分；符合其中四项，得 4 分符合其中

三项，得 3 分；符合其中两项，得 2 分；符合其中一

项，得 1 分；符合一项以下，得 0 分。 

5 

财务监控有效性

（2 分）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控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

金运行的控制情况。评价要点：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

应的监控机制；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

监控措施或手段。 

全部符合，得 2 分；符合其中一项，得 1 分；符合一

项以下，得 0 分。 
1 

产出 
项目产出

（16 分） 

实际完成率（4

分）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实际完成率=（实

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完成率≥90%时，得 4 分；90%＞实际完成率≥80

时，得 2 分；实际完成率＜80%时，得 0 分。 
4 

完成及时率（4

分）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完成及时率

=[（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

100% 

完成及时率≤10%时，得 4 分；10%＜完成及时率≤15%

时，得 3 分；15%＜完成及时率≤20%时，得 2 分；20%

＜完成及时率≤25%时，得 1 分；25%＜完成及时率时，

得 0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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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达标率（4

分）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质量达标率

=（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率≥85%时，得 4 分；85%＞质量达标率≥60%

时，得 2 分；质量达标率＜60%时，得 0 分。 
4 

成本节约率（4

分）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

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成本节约

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 

成本节约率≥5%时，得 4 分；5%＞成本节约率≥0 时，

得 2 分；成本节约率＜0 时，得 0 分。 
2 

项目效益

（30 分） 

社

会

效

益

（2

0

分） 

就近入学

满意度；

入学、 辍

学率（10

分） 

考察就近入学保障情况；考察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

及辍学率 

①实际满意度≥80%得满分。否则本指标得分=指标分

值×实际满意度 

②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在校学生年辍学

率控制在 2%以下。各考察点各占 50%权重分，全部

符合得满分，否则扣除对应权重分，扣完为止。 

10 

办学条 

件改善

（10 分） 

考察学校办学条件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是否得到有效

改善 

①校园生均占地面积达到规定标准；②生均校舍建

筑面积达到规定标准；③各种设施齐全。各考察点

占权重分分别为 30%、30%、40%，全部达标得满分，

否则扣除相应权重分，扣完为止。 

6 

项目可持续性

（10 分） 
考察学生培养质量和毕业率稳步提升情况  

小学适龄儿童按时毕业率≥90%得满分；否则本指标

得分=指标分值×实际满意度按时毕业率 
10 

社会满意

度（10分） 

社会公众或受益

群体满意度（10

分） 

考察社区群众及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满意程度 实际满意度≥90%得满分。否则本指标得分=指标分

值×实际满意度 
10 

合计 100 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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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部

门备案号 

采购 

方式 
招标代理单位 

招标公告 

发布时间 
开标时间 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

（元） 
备注 

1 

汝阳县柏树乡中心小学

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

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汝 公 交 易

〔 2017 〕

-GC-096 

公开招

标 

河南英典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 
2017-09-22 

2017 年 10 月

19日上午 9时

30分 

  
因故暂停，重

新招标 

2 
汝阳县四个学校建设项

目资格预审公告 

汝 政 采

〔2017〕180

号 

 

资格预

审公告 

河南宏业建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11

月 22日 

2017年12月6

日上午 9时 30

分 

新蒲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河南三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河南六建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天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3 
汝阳县四个学校建设项

目 

汝 政 采

〔2017〕180

号 

公开招

标 

河南宏业建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 11

月 23日 

2018年1月29

日 9时 30分 

河南六建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51226269.86 

不含安文费

和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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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柏树中心小学与上店一

中东校区食堂、宿舍、室

外工程项目 

汝 政 采

〔2019〕174

号  

公开招

标 

河南大明建设

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2019年 9 月

4日 

2019年9月25

日上午 9：00 

河南六建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38785679.91  

注：1.汝阳县四个学校建设项目（汝政采〔2017〕180号）包括第二幼儿园、上店镇第一初级中学东校区科技实验楼、教学楼；陶营镇第一初级中学教学

楼；柏树乡中心小学教学楼、综合楼、漫流小学教学楼。 

2.柏树中心小学与上店一中东校区食堂、宿舍、室外工程项目（汝政采〔2019〕174号）包括柏树中心小学与上店一中东校区食堂、宿舍、室外工程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宿舍楼、室外工程、学生食堂、大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