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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龙江恒诺德财税服务有限公司受富锦市财政局委托，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年 1月 15日期间，按照财农[2021]122号财政部等六部门印发的《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以及黑财农函[2021]37 号《关于明确

2021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相关指标的通知》《佳木斯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等有关政策制度的规定，针对富锦市 20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了《2021 年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2021年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富锦共计 2,688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一笔，金额 1396万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一笔，金额 1292万元。富锦市本级财政安排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6万元。 

全年共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94万元。 

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安排 12 个项目（含项目管理费）。

其中，产业类项目 4个，金额 2,332.12万元；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个，金额 250万

元；政策补助类项目 6 个，包括雨露计划、临时岗位补贴、项目管理费等，金额 105.88

万元。带动脱贫户 919 户，全市收益户数 919 户。 

富锦本级财政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6 万元，共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5 个，资金 376 万元，包括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改厕资金。其他项目 2 个，资

金 30万元，用于水质检测。 

截至 12 月 25 日，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累计已经

完工项目 12 个，资金 2688 万元，项目完工率 100%。资金支出 2566.2462 万元，资金

支出率 95.47%。市投衔接资金已完工项目 7个，资金 406万元，项目完工率 100%，资

金支出率 100%。 

经过综合评价，富锦市 2021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监管、使用合规，

项目库制度建设执行情况较好，项目安排、资金分配合理，各项绩效指标完成较好，评

价得分 91.67分，评价等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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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说明 

资金保障 

8 

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4 

4 

0 

总分设置为 

100 分。 

等级一般划 

分为四档： 

90（含）- 

100 分为优 

80（含）- 

90 分为良 

60（含）- 

80 分为中 

60 分以下 

为差。 

到县衔接资金安排使用的合理性和

规范性 
4 4 

项目管理 

25 

资金落实到项目时间 5 

24 

5 

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 8 8 

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4 4 

信息公开和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4 4 

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情况 4 3 

使用成效 

55 

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工作情况 10 

52.17 

9 

预算执行率 10 8.67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8 8 

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 20 20 

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 7 7 

合计 88 80.17   80.67 

*评价得分 80.67分，权重分值为 88分，按百分制折算为 91.67分。 

综合得分 91.67 分，评价结论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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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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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情况 

2021 年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富锦共计 2,688 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一笔，金额 1396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一笔，金额 1292万元。 

富锦市本级财政安排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6 万元，占 13.12%，与

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相比，达到 31.42%。 

全年共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094万元。 

表 1.    资金来源情况表 

 资金名称 文号  金额 日期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黑财指(农)[2021]143 号 1396 2021/5/14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黑财指(农)[2021]144 号 1292 2021/5/14 

富锦市财政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6  

合计 3094  

图 1    中、省、市财政扶贫资金占比图 

 

富锦市财政, 406, 

13%

中央财政, 1396, 45%

省级财政, 1292, 42%

富锦市财政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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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按照富锦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实施项目公告》，2,688 万元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安

排 12个项目（含项目管理费）。其中，产业类项目 4个，金额 2,332.12万元，占

比 86.76%；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2个，金额 250万元，占比 9.3%；政策补助类项

目 6个，包括雨露计划、临时岗位补贴、项目管理费等，金额 105.88 万元，占比

3.94%。带动脱贫户 919户，全市收益户数 919户。 

富锦本级财政投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6 万元，共安排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5个，资金 376万元，包括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改厕资金。其他项目 2

个，资金 30万元，用于水质检测。 

截至 12 月 25 日，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项目累计

已经完工项目 12 个，资金 2688万元，项目完工率 100%。资金支出 2566.2462（含

项目管理费支出 10.1750 万元）万元，资金支出率 95.47%。县投衔接资金已完工

项目 7个，资金 406万元，项目完工率 100%，资金支出率 100%。 

表 2    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生物有机肥项目 800 

2 富锦市万头牛场建设项目 1196.12 

3 富锦市绿谷调味食品建设项目 296 

4 锦山镇仁和村洪洲屯寒地果蔬大棚升级改造项目 40 

5 富锦市宏胜镇东岗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110 

6 富锦市向阳川镇正太村路边沟建设项目 140 

7 雨露计划（秋） 9 

8 创业带动就业补助 2 

9 临时岗位补贴 32 

10 稳定就业补贴 2 

11 外出务工交通费、生活费补助 34 

12 项目管理费 26.88 

   

   

总计 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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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类项目资金占比图 

 

（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项目实施情况 

2021年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688万元，已安排项目 12

个（含项目管理费）。根据富锦市政府网站公示的《2021年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完成

情况的公告》，截至 12月 25日，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

项目累计已经完工项目 12 个，资金 2688 万元，项目完工率 100%。资金支出

2566.2462（含项目管理费支出 10.1750万元）万元，资金支出率 95.47%。衔接资

金的结转结余率为 4.53%。 

1.产业类项目情况 

本年度富锦安排使用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 个项目，总

金额 2332.12万元。 

（1）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吨生物有机肥项目 

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黑龙江大锦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位于富锦市长安镇漂筏村，主要经营项目为：鸡粪收购、秸秆收购、生物有机肥生

产和销售。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生物有机肥项目为新建项目，使

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800万元，用于建设占地面积 7572 平方米陈化

车间一栋。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1年 7月，完工时间为 2021年 12月。2021年省级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生物有

机肥项目后，企业使用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固定资产量化到村，每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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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固定资产收益不低于使用 2021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金额

6%，按全市各镇村贫困人口比例量化分配到镇、到村，覆盖全市 922 户脱贫户及

25 户边缘易致贫户，预计户均增加收入 500 元。村集体收取的收益，由村集体通

过“一事一议”为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按照有劳动能力设置公益性岗位，无劳动

能力带动，奖补等方式进行差异化分配。 

（2）富锦市万头牛场建设项目 

富锦市头兴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2008年，2018年与元盛集团签订和牛繁

育合同，建设了富锦市龙江和牛现代化繁育基地。公司主要经营生鲜乳销售、良种

奶牛和龙江和牛繁育及饲养、苜蓿草种植、种牛及相关产品出售。2019 年建成黑

龙江省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带动饲草产业发展。2010年、2013年连续被农业

部评为国家级奶牛标准化示范场。是黑龙江省奶协理事级单位，国家奶牛群体改良

参测单位。 

为了改善头兴牧业牛舍环境，壮大规范养殖规模，使企业增强效益，带动就业

以及增强带贫能力，拟建 1 座 1760 平方米挤奶厅（含配套设备）及 4300 平方米

牛舍 2 栋。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1 年 7 月，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2 年 6 月。项目计

划投资 1,400 万元，其中使用 2021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100

万元，2021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6.12 万元，剩余部分由项目

承办单位自筹。预计项目达产第一年利润总额 3,257.8 万元，生产期年平均利润

3,132.22万元。 2021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富锦市

万头牛场建设项目后，企业使用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固定资产量化到村，

每年形成固定资产收益不低于使用 2021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总金额 6%，按全市各镇村贫困人口比例量化分配到镇、到村，覆盖全市 922

户脱贫户及 25 户边缘易致贫户，预计户均增加收入 600 元。村集体收取的收益，

由村集体通过“一事一议”为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按照有劳动能力设置公益性岗

位，无劳动能力带动，奖补等方式进行差异化分配。 

（3）富锦市绿谷调味食品建设项目 

黑龙江绿谷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自然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主要经营酱油、食醋、豆制品的制造以及销售，建设地点在富锦市小微园。项目总

投资 5500万元，包括 2300万的机械设备及 3200万的流动资金。项目以年产 3000

吨国家专业标准特级酱油的规模为基准。日投总原料 6吨，原料为有机黄豆。 



黑龙江恒诺德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5 

 

一期计划投资 800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引进现代化智能酱油生产线 2

条，选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达到 3000kg每时的处理能力。 

二期计划投资 700 万元，引进现代化智能食醋生产线 2 条，选用先进的机械

设备，达到 3000kg 每时的处理能力。 

三期计划投资 800万元，建设豆制品生产线一条。 

销售方向：企业拟注册 4-6 个品牌商标，用于酱油、食醋、豆制品的包装生

产，成品的销售将面向全国。 

2021 年富锦市计划使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96 万元，建设食醋熏醅球 1 个、

翻醅机 1台、压榨机 1组、食醋用分类灭菌机 3台、20m³食醋周转罐 10个、晒醋

池 2个、100kg工业洗衣机 1台、滤布 1600 块、20m³液态存储罐 20 个、20m³液态

周转罐 10个、叉车 2台、50m³原油暂存罐 6个、50m³成品酱油周转罐 4个、50m³

成品酱油储存罐 6个、豆瓣酱包装设备 1 套、40m³盐水沉浸罐 1个、激光喷码机 1

台及其它设备。 

项目建设期 2021 年 8 月-2021 年 12 月。经评估测算，项目税后年平均利润

3500万元。2021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入股富锦市绿谷调味食品

建设项目后，企业使用该资金进行设备采购，每年按照股权收取收益，收益不低于

使用 2021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金额 6%，按全市各镇村贫困人

口比例量化分配到镇、到村，覆盖本市锦山镇（仁和、洪洲除外）、上街基镇、长

安镇、富锦镇、大榆树镇共 278户脱贫户及 13户边缘易致贫户。村集体收取的收

益，由村集体通过“一事一议”为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进行按照有劳动能力设置

公益性岗位，无劳动能力带动，奖补等方式进行差异化分配，预计户均收益 600元。 

（4）锦山镇仁和村洪洲屯寒地果蔬大棚升级改造项目 

锦山镇仁和村洪洲屯寒地果蔬大棚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单位为富锦市丹丘农业

有限公司，坐落于富锦市锦山镇仁和村镜内，主要经营项目为：果蔬种植、销售。

建设内容为：改造升级大棚 25栋（长 60米、宽 10米、高 3.6米）、建设长 50米、

宽 8 米、高 2.2 米的二层小棚 25 个。项目总投资 60 万元，其中申请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 40 万元，丹丘农业自筹 20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2021 年 7 月到 2021 年 12

月。项目预计效益年可增收果蔬 5吨，利润 15万元。2021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锦山镇仁和村洪洲屯寒地果蔬大棚升级改造项目后，企业使

用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固定资产量化到村，每年形成固定资产收益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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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 2021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总金额 6%，覆盖锦山镇仁和村

40 户脱贫户及锦山镇 1 户边缘易致贫户。村集体收取的收益，由村集体通过“一

事一议”为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按照吸纳有劳动力者按劳取酬。没有劳动能力

的，通过发布经营和服务信息来取得报酬。预计户均增收 580元。 

2. 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本年度富锦安排使用中央和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补助基础设施建设

类项目 2个，金额 250万元。 

（1）富锦市宏胜镇东岗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富锦市宏胜镇东岗村 2010 年开始有村民进行小规模的生猪养殖，在经济效

益的带动下，目前全村共有 32 户从事畜牧养殖，比较分散，其中有 25户生猪养

殖户户均年出栏量达到 240头左右。由于农户个体养殖缺少规划设计，养殖排泄

物对村内污染加重，村内东北角长约 150 米排水沟污染程度较大，黑臭水体对村

民生活的影响加重，村内百姓反响很大。为了减少东岗村村内养殖污染的现状，

在对养殖户进行严格规范要求的同时，拟在村内修建梯形槽边沟，实现畅通流

程，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项目可以有效解决村内生活废水及养殖废水排放，改

善村内生活环境。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村内硬化边沟 U型槽 9318 延长米。项目

建设期从 2021年 7月到 2021年 10月。项目总投资 150万元，其中申请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110万元，自筹 40 万元。项目可以吸纳有劳动力者按劳取酬。 

（2）富锦市向阳川镇正太村路边沟建设项目 

富锦市向阳川镇正太村缺少路边沟，排水不畅，影响村内环境，拟在村内修建

梯形槽边沟，实现畅通流程，达到减少污染的目的。项目可以有效解决村内生活废

水及养殖废水排放，改善村内生活环境。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村内硬化边沟 U 型

槽 9500 延长米。项目建设期从 2021 年 7 月到 2021 年 10 月。项目总投资 140 万

元，全部由申请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解决。项目可以吸纳有劳动力者按劳取酬。 

3.其它类项目 

其它类项目资金额度 105.88万元，主要包括：政策补助类项目 5个，包括雨

露计划、一次性补助、公益岗位补贴、扶贫车间补贴、贫困劳动力交通和生活费补

助，金额 79万元；项目管理费 1个，金额 26.88万元，  

（1）雨露计划。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9 万元，用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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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计划”按照每生每年 3000元的标准，分春季、秋季两个学期对脱贫户中接受中、

高等职业教育的子女进行补助。 

（2）一次性补助。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万元，用于对

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户创办的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给予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致富带头人和自主创业的脱贫户，

给予一次性补助。 

（3）公益岗位补贴。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32万元，用于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新增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等临时岗位，进行补贴。 

（4） 扶贫车间补贴。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万元，用于

对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扶贫车间和当地企业，依据吸纳贫困劳动力规模，在按

原渠道落实相关政策基础上，进行补贴。 

（5）贫困劳动力交通和生活费补助。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34万元，用于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

补助。 

（6）项目管理费。使用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6.88万元，用

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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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实施地点

（村） 
建设内容 

资金

来源 

计划投资

（万元） 

预计受

益人数 
绩效目标 

是否  

开工 

  合计         2688 6856     

1 

富锦市锦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0 万吨生物有机肥

项目 

产业项目 漂筏村 建设占地面积 7572 平方米陈化车间一栋。 专项 800 2234 

当年开工率≧100%、计划完

成率≧100%；带动增加贫人

口收入≧70 万元；受益贫困

人口数≧2200 人； 

已开

工 

2 富锦市万头牛场建设项目 产业项目 

富锦市锦

丰农场境

内 

1 座 1760 平方米挤奶厅（含配套设备）及

4300 平方米牛舍 2 栋。 
专项 1196.12 2234 

当年开工率≧100%、计划完

成率≧100%；带动增加贫人

口收入≧70 万元；受益贫困

人口数≧2200 人； 

已开

工 

3 
富锦市绿谷调味食品建设

项目 
产业项目 

富锦市工

业园区 

食醋熏醅球 1 个、翻醅机 1 台、压榨机 1

组、食醋用分类灭菌机 3 台、20m³食醋周转

罐 10 个、晒醋池 2 个、100kg 工业洗衣机 1

台、滤布 1600 块、20m³液态存储罐 20 个、

20m³液态周转罐 10 个、叉车 2 台、50m³原

油暂存罐 6 个、50m³成品酱油周转罐 4 个、

50m³成品酱油储存罐 6 个、豆瓣酱包装设备

1 套、40m³盐水沉浸罐 1 个、激光喷码机 1

台及其它设备。 

专项 296 756 

    当年开工率≧100%、当

年完成率≧100%；带动增加

贫人口收入≧18 万元；受益

贫困人口数≧780 人； 

已开

工 

4 
锦山镇仁和村洪洲屯寒地

果蔬大棚升级改造项目 
产业项目 洪洲村 

1.改造升级大棚 25 栋（长 60 米、宽 10

米、高 3.6 米）。 

2.建设长 50 米、宽 8 米、高 2.2 米的二层

小棚 25 个。 

专项 40 87 

当年开工率≧100%、当年完

成率≧100%；带动增加贫人

口收入≧2 万元；受益贫困人

口数≧70 人； 

已开

工 

5 
富锦市宏胜镇东岗村黑臭

水体治理项目 
基础设施 东岗村 建设村内硬化边沟 U 型槽 9318 延长米。 专项 110 632 

 当年开工率≧100%、当年完

成率≧100%； 

已开

工 

6 
富锦市向阳川镇正太村路

边沟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 正太村 建设村内硬化边沟 U 型槽 9500 延长米。 专项 140 831 

 当年开工率≧100%、当年完

成率≧100%； 

已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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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雨露计划 政策补助 各镇村 
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的标准，分春季、秋

季两个学期进行补助 
专项 9 40 

受益对象以最后实际发放补

贴户数、人数为准。当年开

工率≥100%；项目当年完成

率≥ 100%；受益户≥20 户，

受益人≥ 

40 人；群众满意度 

≧100%。 

已开

工 

8 创业带动就业补助 政策补助 

全市有扶

贫任务的

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疫情防控期间建档

立卡贫困户创办的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体工商

户给予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对在疫情

防控期间，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致富带头

人和自主创业的贫困户，给予一次性补助。 

专项 2 2 

项目竣工时间以疫情实际结

束时间为准。受益对象以最

后实际发放补贴户数、人数

为准。新建扶贫补助类项目 

≥1 项；当年开工率≥100%；

项目当年完成率≥100%；带

受益贫困户数≥ 2 户；预计

户均补助≥5000 元；群众满

意度 100%。 

已开

工 

9 临时岗位补贴 政策补助 

全市有扶

贫任务的

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结合疫情防控需

要，新增的保洁环卫、防疫消杀、巡查值守

等临时岗位，进行补贴。 

专项 32 40 

项目竣工时间以疫情结束时

间为准。受益对象以最后实

际发放补贴户数、人数为

准。新建扶贫补助类项目≥1

项；当年开工率≥ 100%；项

目当年完成率≥100%；受益

人数≥40 户，受益人数≥40

人。群众满意度 100%。 

已开

工 

10 稳定就业补贴 政策补助 

全市有扶

贫任务的

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疫情防控期间复工

复产的扶贫车间和当地企业，依据吸纳贫困

劳动力规模，在按原渠道落实相关政策基础

上，进行补贴. 

专项 2 

以实际

发放为

准 

项目竣工时间以疫情实际结

束时间为准。受益对象以最

后实际发放补贴户数、人数

为准。新建扶贫补助类项目 

≥1 项；当年开工率≧100%；

项目当年完成率≧100%；群

众满意度≧100%。 

已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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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出务工交通费、生活费

补助 
政策补助 

全市有扶

贫任务的

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

工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

补助， 

专项 34 

以实际

发放为

准 

项目竣工时间以疫情实际结

束时间为准。受益对象以最

后实际发放补贴户数、人数

为准。当年开工率≧100%；

项目当年完成率≧ 100%；群

众满意度 

≧100%。 

已开

工 

12 项目管理费 其它 
2021 年项

目所在地 

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

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专项 26.88 

以实际

使用为

准 

当年开工率≧100%；项目当

年完成率≧ 100%；群众满意

度 

≧100%。 

已开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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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充分发挥出绩效评价对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导向和

激励作用，全面反映富锦市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对本次绩效评价内容的履行情况，突

出资金使用成效带来的脱贫及巩固成果，强化监督管理，保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2.评价对象 

富锦市乡村振兴局 

3.评价范围 

富锦市投入推进乡村振兴领域财政专项补助资金。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依据 

1.绩效评价原则  

①聚焦精准、突出成效 

②科学规范、公平公开 

③分类分级、权责统一 

④强化监督、适当奖励 

2.评价指标体系 

2021 年 12 月 25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黑龙江省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同时宣布自发布之日起，《黑龙江省财

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黑龙

江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调整<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的通知》废止。

本次绩效评价依托《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开

展。《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所附《黑龙江省

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评分表》作为本次绩效评价的考核指标体系。 

根据多年来参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参照《衔接推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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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关于明确 2021 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

相关指标的通知》《黑龙江省财政厅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方法》，按照绩效评价

“三级指标”架构模式编制了“2021 年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方法 

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  

①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 对比分析，以评价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②比较法。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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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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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评价标准 

主要采取与标杆值比较的方式。 

①以极值为满分的指标，如执行率、满意率等，用线性函数评分。 

②合规性指标，遵从[0，1]原则，合规满分，否则 0分。 

③合理性、健全性、规范性等定性指标，按照应该有的规定数量，全部具备满

分，缺少相应扣权重分。 

④产出指标以完成计划得满分。 

5.绩效评价评价依据 

（1）《中共佳木斯市委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

（佳发[2020]7号） 

（2）财农[2021]122 号（财政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 

（3）《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 

（4）国务院扶贫规划财务司 财政部农村农业司《关于印发扶贫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常见问题及绩效目标编制样例的通知》 

（5）《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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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准备阶段（2021 年 12月 20 日-12 月 31 日） 

1.接受委托后，我们成立了评价小组，负责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主评人（组长）： 王彦泽   会计师   绩效评价专业认证 

评价小组成员：李月华   会计师 

                  李雨衡   工程师 

2.对参与评价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学习财农[2021]122 号（财政部等六部门关

于印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黑财农函

[2021]37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常见问题及

绩效目标编制样例的通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文件精神，回

顾和总结最近三年参与各县（市）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与不足。 

3.根据多年来参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为方便工作，细化

指标体系，按照《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按

照绩效评价“三级指标”架构模式编制了“2021 年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得分明细表”。 

经过细化后，“一级指标”4 项（加减分）， “二级指标”14 项均与《黑龙江

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考核评分表相对应，根据评分

要求，“三级指标”39 项，依据《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

考核办法》“评价考核内容和赋分规则”中的要求及标准进行设定和确定评价标准

和权重。 

2021 年富锦市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得分明细表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权重 评价考核内容和赋分规则 得分 

1 
资金保

障（8

分） 

县级履

行支出

责任情

况（4

分） 

本级预算安排衔

接资金增幅 
≥0 4 

本级预算资金安排增幅≥0，得满

分，否则得 0 分。 
  

2 

到县衔

接资金

安排使

制度办法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及考核各地是否按照省级要求

制定本市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细

则）。制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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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合

理性和

规范性

（4 分） 

得 1 分；办法或细则合理可行，得

1 分。 

3 安排使用规范性 规范 2 

县级按相关管理要求合理、规范安

排使用到县衔接资金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 

  

4 

项目管

理（25

分） 

资金落

实到项

目时间

（5 分） 

资金落实到项目

时间 

≤45

天 
5 

评价及考核省级砍块下达的衔接资

金到县后，县落实到具体项目的时

间效率。≤45 日为满分，＞60 日为

0 分，45-60 日之间的按比例得分。 

  

5 

项目库

建设管

理情况

（8 分） 

项目入库及时充

分 

及时

充分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6 入库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7 内容完整性 完整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8 
入库项目实施条

件充分性 
充分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9 
非项目库项目使

用衔接整合资金 
无 0 

有非项目库项目使用衔接整合资

金，每个项目扣 1 分，最多扣前四

项合计得分。 

  

10 

项目绩

效管理

情况（4

分） 

绩效目标申报 规范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1 绩效目标审核 规范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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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绩效跟踪 有效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3 自评价 规范 1 
100%完成项目自评价得 1 分，否则

按资金比例的分。 
  

14 

信息公

开和公

示制度

落实情

况（4

分） 

县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1 

公开资金分配结果、项目库、资金

项目计划或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使用实施方案等，达成年度指

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

（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

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15 
乡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1 

乡级项目落实公开公示情况。达成

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6 
村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2 

在所在村村委会等公开场所，公示

规定内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

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

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

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

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7 

跟踪督

促及发

现问题

情况（4

分） 

监督检查制度执

行有效性 
有效 2 

实施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制度，达

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8 问题整改情况 
整改

到位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9 社会监督有效性 有效 1 

全国 12317 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

兴咨询服务平台（简称 12317 平

台）反馈问题处理情况，满分 l

分，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

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

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

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

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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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使用成

效（55

分） 

有序推

进项目

实施工

作情况

（10

分） 

7 月中旬支出进

度 

全省

平均

水平 

5 

高于等于全省平均水平得 5 分，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每低 1 个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21 
10 月中旬支出

进度 

全省

平均

水平 

5 

高于等于全省平均水平得 5 分，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每低 1 个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22 

预算执

行率

（10

分） 

1 年以内执行率 100% 5 

1 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得 5 分；执行率在 85%-100%

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

85%，得 0 分。 

  

23 1-2 年执行率 100% 4 

1-2 年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得 4 分；执行率在 95%-100%

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

95%，得 0 分。 

  

24 
2 年以上结转结

余率 
0% 1 

不存在 2 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余情

况，得 1 分；存在，得 0 分。 
  

25 
巩固拓

展脱贫

攻坚成

果情况

（8 分） 

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帮扶效果 
有效 4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满分

4 分，抽查脱贫户和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

状况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

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

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

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

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26 
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或增速 

≥全

县平

均水

平 

4 

全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全县平均水平或者增速高于

全县平均水平，得 4 分，未达到全

县平均水平且增速低于全县平均增

速的，按照比例得分。 

  

27 

分任务

资金使

用效益

（20

分） 

项目绩效目标实

现率 
100% 2 

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是否达到绩效

目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金用途

是否突破管理办法。达成年度指

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

（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

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28 
联农带农机制政

策 
明确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29 
覆盖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机制 

优先

覆盖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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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往年项目运营有

效性 
有效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31 
基础设施类项目

质量 
达标 3 

达标满分，3 分。达成年度指标，

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

（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

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2 
基础设施类项目

后期管护有效性 
有效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33 
其他类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情况 

实现

目标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

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

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34 
衔接资

金用于

产业比

例（7

分） 

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比例 
≥50% 5 

达到比例，得 5 分，每低 1 个百分

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35 
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比例增幅 
≥0 2 有增幅，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36 

加减分 

加分（3

分） 
机制创新 

有创

新 
3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

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的

机制创新情况。 

  

37 

减分（-

30 分） 

执行中随意调减

衔接资金预算 

情况

属实 
-5 

县本级安排的衔接资金预算在执行

中调减的，直接扣减 5 分。 
  

38 数据作假 
情况

属实 
-10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

核各省在中央、省级有关部门跟踪

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

时，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

性。如通过各类监督检查和抽查发

现弄虚作假的，直接扣减 10 分。 

  

39 违规违纪 
情况

属实 
-15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

核由各级审计、财政日常监管和专

项核查、纪检监察等发现和曝光的

违规使用衔接资金的情况（包括内

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问

题），视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

整改情况扣分。中央、省领导同志

作出批示，经查实为衔接资金方面

问题的，直接扣减 5 分，情节严重

的，最高扣减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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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富锦市政府官方网站，收集有关乡村振兴政策、资金等资料信息，了解

本年度富锦市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情况。 

5.拟定工作分工，草拟收集资料内容。 

实施阶段（2022年 1月 4日-1月 15日） 

1.受疫情防控影响，本次评价主要采取非现场线上方式进行，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我公司评价小组成员与与富锦市乡村振兴局、财政局相关领导和同志就绩效

评价工作进行线上工作商洽，了解今年省级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投入情况及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向富锦市提交了评

价所需资料清单。 

2.通过收取的资料分析了富锦市今年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

的 11 个产业和基础设施、雨露计划、防疫补助等项目情况。 

3.分析整理富锦市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提供的评价所需资料。 

4.通过政府网站，核对了省财政投入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文

号、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核对了富锦市按照规定项目备案时间及县（市）级公示

情况。 

5.抽查了村级公示有关资料，对公示内容是否达到公示要求进行了认定。 

6.按照《关于印发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常见问题及绩效目标编制样例的通

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操作指南》检查核对了专项项目绩效申报填报是

否满足规定要求。 

7.按照“2021 年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

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8.评价小组综合汇总各方面情况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9.与委托单位沟通评价结果，征求委托方意见。 

10.修改完善评价报告，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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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1.富锦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中央、省投入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能够依规合理使用，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项目分配

资金、推进项目建设，确保衔接资金发挥效益。 

2.按照扶贫政策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政策有关要求，及时将专项资金来源、额

度、分配去向、项目建设情况，通过县、乡、村及时进行公示公告。 

3.富锦市 2021年度由于财力紧张，投入 406万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比上年有所减少，是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 31.42%。 

4.项目库建设管理规范，相关项目及时准确录入项目库信息系统，2021 年衔

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全部由项目库中选择，项目库制度建设达到规定要求。 

5.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效果显著，在全面脱贫基础上，本年“无返贫”。 

6.重视扶贫项目形成资产的后续管理工作，制定《富锦市关于加强扶贫资产后

续管理的工作实施方案》，依规成立资产管理工作组，分级分类建立扶贫项目资产

台账，及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7.本年财政衔接推进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96%，不存在 1年以上结转结余。 

综上，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各项绩效指标完成较好，经综合

评价得分 80.67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 91.67分，评价等级：优。 

（二）评价得分情况 

富锦不是国家级贫困县，因此，绩效评价满分为 88 分。评价得分 80.67 分，

换算成百分制得 91.67分。 

其中：“资金保障”满分 8 分，得分 4 分； 

“项目管理”满分 25分，得分 24分； 

“使用成效”满分 55分，得分 52.6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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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1 年度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权

重 
评价考核内容和赋分规则 得分 

资金保障

（8 分） 

县级履行

支出责任

情况（4

分） 

本级预算安排衔

接资金增幅 
≥0 4 

本级预算资金安排增幅≥0，得满分，

否则得 0 分。 
0 

到县衔接

资金安排

使用的合

理性和规

范性（4

分） 

制度办法合理性 合理 2 

评价及考核各地是否按照省级要求制

定本市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细

则）。制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得

1 分；办法或细则合理可行，得 1

分。 

2 

安排使用规范性 规范 2 

县级按相关管理要求合理、规范安排

使用到县衔接资金得 2 分；否则不得

分。 

2 

项目管理

（25

分） 

资金落实

到项目时

间（5

分） 

资金落实到项目

时间 

≤45

天 
5 

评价及考核省级砍块下达的衔接资金

到县后，县落实到具体项目的时间效

率。≤45 日为满分，＞60 日为 0 分，

45-60 日之间的按比例得分。 

5 

项目库建

设管理情

况（8

分） 

项目入库及时充

分 

及时

充分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2 

入库程序规范性 规范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2 

内容完整性 完整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2 

入库项目实施条

件充分性 
充分 2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2 

非项目库项目使

用衔接整合资金 
无 0 

有非项目库项目使用衔接整合资金，

每个项目扣 1 分，最多扣前四项合计

得分。 

0 

项目绩效

管理情况

（4 分） 

绩效目标申报 规范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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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审核 规范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1 

绩效跟踪 有效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1 

自评价 规范 1 
100%完成项目自评价得 1 分，否则按

资金比例的分。 
1 

信息公开

和公示制

度落实情

况（4

分） 

县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1 

公开资金分配结果、项目库、资金项

目计划或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

用实施方案等，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

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

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

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

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1 

乡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1 

乡级项目落实公开公示情况。达成年

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

（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

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

（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

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

得分。 

1 

村级公示公开落

实有效性 
有效 2 

在所在村村委会等公开场所，公示规

定内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

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

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

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

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2 

跟踪督促

及发现问

题情况

（4 分） 

监督检查制度执

行有效性 
有效 2 

实施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制度，达成

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

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

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

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

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

得分。 

2 

问题整改情况 
整改

到位 
1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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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有效性 有效 1 

全国 12317 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

咨询服务平台（简称 12317平台）反

馈问题处理情况，满分 l 分，达成年

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

（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

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

（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

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

得分。 

1 

使用成效

（55

分） 

有序推进

项目实施

工作情况

（10

分） 

7 月中旬支出进

度 

全省

平均

水平 

5 

高于等于全省平均水平得 5 分，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每低 1 个点扣 1 分，

扣完为止。 

4.5 

10 月中旬支出进

度 

全省

平均

水平 

5 

高于等于全省平均水平得 5 分，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每低 1 个点扣 1 分，

扣完为止。 

4.5 

预算执行

率（10

分） 

1 年以内执行率 100% 5 

1 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得 5 分；执行率在 85%-100%之

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 85%，

得 0 分。 

3.67 

1-2 年执行率 100% 4 

1-2 年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

得 4 分；执行率在 95%-100%之间，按

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 95%，得 0

分。 

4 

2 年以上结转结

余率 
0% 1 

不存在 2 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余情

况，得 1 分；存在，得 0 分。 
1 

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

成果情况

（8 分） 

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帮扶效果 
有效 4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满分 4

分，抽查脱贫户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达

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4 

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或增速 

≥全

县平

均水

平 

4 

全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全县平均水平或者增速高于全县

平均水平，得 4 分，未达到全县平均

水平且增速低于全县平均增速的，按

照比例得分。 

4 

分任务资

金使用效

益（20

分） 

项目绩效目标实

现率 
100% 2 

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是否达到绩效目

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金用途是否

突破管理办法。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

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

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

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权

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2 

联农带农机制政

策 
明确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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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防止返贫监

测对象机制 

优先

覆盖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 

往年项目运营有

效性 
有效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 

基础设施类项目

质量 
达标 3 

达标满分，3 分。达成年度指标，得

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

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得

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

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按照指标

权重的 60%-0%合理确定得分。 

3 

基础设施类项目

后期管护有效性 
有效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 

其他类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情况 

实现

目标 
3 

达成年度指标，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100%-80%（含）；部分达成年度指标

并具有一定效果，得分按照指标权重

80%-60%（含）；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

果较差，按照指标权重的 60%-0%合理

确定得分。 

3 

衔接资金

用于产业

比例（7

分） 

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比例 
≥50% 5 

达到比例，得 5 分，每低 1 个百分

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5 

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比例增幅 
≥0 2 有增幅，得 2 分，否则不得分。 2 

加减分 

加分（3

分） 
机制创新 

有创

新 
3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

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

创新情况。 

  

减分（-

30 分） 

执行中随意调减

衔接资金预算 

情况

属实 
-5 

县本级安排的衔接资金预算在执行中

调减的，直接扣减 5 分。 
  

数据作假 
情况

属实 
-10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

各省在中央、省级有关部门跟踪调度

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时，提

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如通

过各类监督检查和抽查发现弄虚作假

的，直接扣减 10 分。 

  

违规违纪 
情况

属实 
-15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

由各级审计、财政日常监管和专项核

查、纪检监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使

用衔接资金的情况（包括内部资料或

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问题），视检

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

分。中央、省领导同志作出批示，经

查实为衔接资金方面问题的，直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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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5 分，情节严重的，最高扣减 15

分。 

分值合计 88 得分 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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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本次绩效评价依托《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

法》开展。《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所附《黑

龙江省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指标评分表》作为本次绩效评价的考核指标体系。

根据多年来参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经验，参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关于明确 2021 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相关

指标的通知》《黑龙江省财政厅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方法》，按照绩效评价“三级

指标”架构模式编制了“2021 年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明确了细化后各项指标值、权重及评分标准，评价工作中我们依据梳

理出的指标体系，根据具体评价内容，进一步细化了评价指标内容。经过细化后，

“一级指标”4 项（加减分）， “二级指标”14 项均与《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考核评分表相对应，根据评分要求，“三级指标”

39 项，依据《黑龙江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评价考

核内容和赋分规则”中的要求及标准进行设定和确定评价标准和权重。 

国家级贫困县评价基础分值为 100 分，非国家级贫困县衔接资金评价指标基

础分值为 88 分，加减分值分别为+3、-30。通过“资金保障”、“项目管理”、

“使用成效”3个维度对财政专项衔接资金进行评价。 

（一）资金保障 

本项目下设置“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和“到县衔接资金安排使用的合理性

和规范性”两个指标，分别考核本年度县本级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增幅，以及是否

按照省级要求制定本市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满分 8分，本项得分 4分。 

1.县级履行支出责任情况 

该项指标通过“本级预算安排衔接资金增幅”三级指标进行评价，评价本年度

县级财政投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比上年度投入的专项扶贫资金的增幅，该项指标

权重 4分，指标值≥0%。 

2020 年富锦市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431.4 万元，本年度富锦市投入专项衔

接资金 406万元。 

富锦市本级本年度投入专项衔接资金增幅为-5.88%，按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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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县级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幅 

2020 年 2021 年 年度增幅 标准分值 得分 

431.4 406 -5.88% 4 0 

评分标准：本级预算资金安排增幅≥0，得满分，否则得 0 分。 

2. 到县衔接资金安排使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该项指标通过“制度办法合理性”和“安排使用规范性”两项三级指标进行评

价，“制度办法合理性”评价及考核各地是否按照省级要求制定本市县衔接资金管

理办法（细则）。制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得 1 分；办法或细则合理可行，得 1

分。“安排使用规范性”考核县级是否按相关管理要求合理、规范安排使用到县衔

接资金。 

依据市政府第 55次常务会议材料，富锦市财政局制订了《富锦市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能够按管理要求合理、规范安排使用到县衔接资

金。该项指标权重 4分，最终得分 4分。 

（二）项目管理 

本项目下设置“资金落实到项目时间”“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项目绩效管

理情况”、“信息公开和公示制度落实情况”、“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情况”五项二级

指标，满分 25分，本项得分 24分。 

1. 资金落实到项目时间 

本项指标下设置 1个三级指标“资金落实到项目时间”，评价及考核省级砍块

下达的衔接资金到县后，县落实到具体项目的时间效率。≤45日为满分，＞60日

为 0分，45-60日之间的按比例得分。该项指标权重值为 5分。 

依据富锦市政府第 52 次常务会议材料，富锦市于 2021 年 6 月 7 日收到黑财

指(农)[2021]143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

下达资金 1396 万元，黑财指(农)[2021]144 号《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乡村振

兴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下达资金 1292 万元，共计 2688万元。 

富锦市乡村振兴局 2021年 7月 9日制订了《2021年中央（省级）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中央及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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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补助资金用于项目库中富锦头兴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牛现代化繁育基地项目等

四个产业项目，富锦市宏胜镇东岗村黑臭水体治理项目等两个基础设施项目，雨露

计划等六项政策性补助项目。 

富锦市衔接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时间为 32天，得满分 5分。 

2.项目库建设管理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5 个三级指标，“项目入库及时充分”、“入库程序规范性”、

“内容完整性”、“入库项目实施条件充分性”，每项指标权重 2分，“非项目库项目

使用衔接整合资金”指标为负向扣分指标，最多扣前四项合计得分。本项指标满分

8分，实际得分 8 分。 

（1）项目入库及时充分 

该指标用于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储备、入库及时性和

充分性。 

富锦市在 2020年 11月 26日按照黑龙江省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和和黑龙江省

财政厅下发的《省扶贫办、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扶办联〔2018〕14 号）文件的要求，参照富锦市 2020年度

中央、省级、富锦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对富锦市 2021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计划安排项目情况进行了公示，之后也能够及时对项目入库、实施、取消等情况

进行动态调整。按照评价标准，达成年度指标值，得分 2分。 

（2）入库程序规范性 

该指标用于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储备、入库的程序是

否规范。 

富锦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1年入库的项目，按照管

理制度规定，执行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的程序入库管理。按照评价标准，达成

年度指标值，得分 2分。 

（3）内容完整性 

该指标用于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入库信息相关内容

是否完整合规。 

富锦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1年入库的项目，项目汇

总表中包含了“项目名称、项目类别、实施地点、建设性质、建设任务、工期进度、

责任单位、资金规模及来源、利益联结机制、绩效目标”等要素信息，内容完整齐



黑龙江恒诺德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28 

 

全。按照评价标准，达成年度指标值，得分 2分。 

（4）入库项目实施条件充分性 

该指标用于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入库的项目，是否具备实

施条件。 

富锦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1年入库的项目，按照管

理制度规定，在项目申报、审核过程中，对项目的实施条件进行了充分考量，最终

审定入库的项目均具备良好的实施条件。按照评价标准，达成年度指标值，得分 2

分。 

（5）非项目库项目使用衔接整合资金 

该指标为负向扣分指标，用来考核富锦市是否有非项目库项目使用衔接资金

情况。 

富锦市 2021 年度使用衔接资金的项目均出自项目库，评价过程中，未发现富

锦市存在非项目库项目使用衔接资金问题。按照评价标准，本项指标未扣分。 

2.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4个三级指标，“绩效目标申报”、“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跟

踪”、“自评价”，用于评价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审核的规范性，以及针对项目绩效

目标实现情况的跟踪监督情况，每项指标权重 1分，满分 4分，得分 4分。 

（1）绩效目标申报 

富锦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1年入库的项目，均设置

了详细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的申报按照项目实际情况分解为具体的指标数值，绩

效目标申报完整规范，本项指标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1分。 

（2）绩效目标审核 

富锦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1年入库的项目，衔接资

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核、审定，绩效目标审核程序规

范，本项指标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1分。 

（3）绩效跟踪 

富锦市对使用专项衔接资金的项目实施情况、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按照规定进

行跟踪管理，绩效目标跟踪监督流程规范有效，本项指标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1分。 

（4）自评价 

富锦市每年针对扶贫资金、实施项目情况，进行了绩效自评价，对实施完成的



黑龙江恒诺德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29 

 

部分项目实施自抽查评价，本项指标完成情况较好，得分 1分。 

3.信息公开和公示制度落实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3个三级指标，“县级公示公开”、“乡级公示公开”、“村级公

示公开”，用于评价是否按照要求公开公示资金分配、项目计划、项目落实具体内

容等信息，县级、乡级指标权重 1分，村级指标权重 2分，满分 4 分，得分 4分。 

（1）县级公示公开 

富锦市按照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管理规定，在政府网站财政扶贫与

乡村振兴专栏，按要求公开资金分配结果、项目库、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资金来源

情况、落实项目情况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及时规范公示，并及时将项目动态调整情况

进行了公开公示。 

表 8    县本级公告公示评价情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公示网址 得分 

1 
资金来源和规

模 

省级下发的各类扶贫资金指标

文件。 

http://www.fujin.gov.cn/f/list-

28891.html 

1 

2 财政扶贫政策 各级制定的财政扶贫政策。 
http://www.fujin.gov.cn/f/list-

28891.html 

3 资金管理办法 
对应资金类别各级制定的资金

管理办法、细则等。 

http://www.fujin.gov.cn/f/list-

28892.html 

4 资金扶持范围 
是否符合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方

向。 

http://www.fujin.gov.cn/f/list-

28893.html 

5 资金计划安排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安排情

况 

http://fujin.gov.cn/f/governDetai

l-33649-

d7c5e33493fa43c6aa49df0cb291e31f.

html 

6 资金计划完成 
年度衔接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

况 

http://www.fujin.gov.cn/f/shuju-

28890-32.html 

（2）乡级公示公开 

根据抽查项目落实公开公示要求的比例赋分，项目实施所在地的各乡（镇）通

过当地的信息公开栏对项目具体情况进行了公开公示，得 1分。 

（3）村级公示公开 

富锦市各相关村能够通过当地的信息公开栏，对项目具体情况进行了公开公

示，该项权重 2分，得分 2分。 

4.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3个三级指标，“监督检查制度执行有效性”、“问题整改情况”、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1.html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1.html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1.html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1.html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3.html
http://www.fujin.gov.cn/f/list-28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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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监督有效性”，用于评价针对衔接资金使用、分配项目实施的制度建设及执

行情况，以及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本项指标权重 4分，得分 3分。 

（1）监督检查制度执行有效性 

富锦市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展和改革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五部

门以富财发【2021】24 号联合印发《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明确了各部门的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监督检查职责。制度建设方面，几

年来，富锦市围绕扶贫制度建设还制定了《富锦市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富锦市财政局脱贫攻坚分项整改方案》《富锦市财政局关于扶贫领域发现问题整

改工作实施方案》《富锦市进一步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的意见》等办法和方案。

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 2分。 

（2）问题整改情况 

评价中未见到本年度检查及整改情况，本项未达成年度指标，不得分。 

（3）社会监督有效性 

富锦市开通全国 12317 平台及县级监督举报电话等社会监督平台，在资金分

配、项目备案公示中及时对社会公开公示，目前未收到关于扶贫和推进乡村振兴有

关的问题举报，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1分。 

（三）使用成效 

本项目下设置“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工作情况”、“预算执行率”、“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情况”、“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五项二级指标，

满分 55分，本项得分 52.67分。 

1.有序推进项目实施工作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2个三级指标，“7月中旬支出进度”、“10月中旬支出进度”，

用于评价资金是否能够及时拨付，有序推进项目实施、验收完成等情况，本项指标

权重 10分，得分 9分。 

（1）7月中旬支出进度 

富锦市 2021 年用于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共 3,094万元，截止 7月中旬资金

拨付到项目共 301.6 万元，资金拨付进度 9.75%，因未提供全省平均水平数据，本

项指标得分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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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月中旬支出进度 

富锦市 2021 年用于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共 3,094 万元，截止 10 月中旬资

金拨付到项目共635.62万元，资金拨付进度20.54%，因未提供全省平均水平数据，

本项指标得分 4.5 分。 

2.预算执行率 

本项指标下设置 3个三级指标，“1年以内执行率”、“1-2年执行率”、“2年以

上结转结余率”，用来评价专项资金的执行情况和结转结余情况，本项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8.67分。 

（1）1年以内执行率 

富锦市本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 3,094万元，其中：中央、省财政

衔接推进资金 2,688万元，实际支付 2972.2462万元，预算执行率 96%。该项指标

按比例计算得分，本项指标得分 3.67分。 

（2）1-2 年执行率 

富锦市不存在 1-2 年以上未完成拨付结转的资金，达成年度指标，本项指标

得分 4分。 

（3）2年以上结转结余率 

富锦市不存在 2 年以上未完成拨付结转的资金，达成年度指标，本项指标得

分 1分。 

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 

本项指标下设置 2个三级指标，“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或增速”，用于评价脱贫县持续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情况，指标权重 8

分，得分 8分。 

（1）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扶效果 

富锦市 2021 年度衔接资金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实施项目，确保脱贫村、户不出

现返贫现象，通过各级监测平台查询，抽查脱贫户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两不愁三

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本年度未发生脱贫户返贫情况。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4分。 

（2）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或增速 

富锦市 2021 年度脱贫户年均纯收入预计增加 4000 元以上，脱贫村居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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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收入或增速达标。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4分。 

4.资金使用效益 

本项指标下设置 7个三级指标，“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率”、“联农带农机制政策”、

“覆盖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机制”、“往年项目运营有效性”、“基础设施类项目质量”、

“基础设施类项目后期管护有效性”、“其他类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用于抽查

评价项目实际完成情况，是否达到绩效目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往年项目是否持续高效运行，以及项目后续管护情况等，本项指标权重 20分，得

分 20分。 

（1）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率 

富锦市 2021 年实施项目绩效目标明确，抽查项目实际完成情况，能够与设定

的绩效目标量相符，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2分。 

（2）联农带农机制政策 

富锦市使用衔接资金的项目均设立了明确的联农带农指标值，项目的实施严

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产业项目联动脱贫户收益，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3分。 

（3）覆盖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机制 

富锦市 2021 年实施的项目，全部出自项目库，且全部覆盖脱贫村、脱贫户，

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3分。 

（4）往年项目运营有效性 

富锦市根据国家、省级相关文件要求，制定了《富锦市关于加强扶贫资产后续

管理的实施方案》，以及《富锦市扶贫资产管护办法》，建立并录入了扶贫资产管理

台帐，台帐内容完整详细，资产状态属性、管护运营单位、监管单位信息齐全。富

锦市针对历年来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进行了总结,总结涵盖十八大以来扶贫

资产总体情况、扶贫资产清查情况，往年项目运营情况良好，本项达成年度指标，

得分 3分。 

（5）基础设施类项目质量 

富锦市针对历年来扶贫项目形成的资产情况进行了总结,总结涵盖十八大以

来扶贫资产总体情况、扶贫资产清查情况，基础设施类项目质量达标，已通过验收

投入使用，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3分。 

（6）基础设施类项目后期管护有效性 

富锦市 2021 年 10月印发了《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方案》，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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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管理，规范后续管理运营，项目管护有效，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3分。 

（7）其他类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富锦市 2021 年度实施的项目有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其他政策补贴类项

目，其他政策补贴类项目都实现了申报的绩效目标，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3分。 

5.上级财政资金用于产业比例 

本项指标下设置 2个三级指标，“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衔接资金用于产

业比例增幅”，用来评价中央、省级专项衔接资金用于实施产业项目的情况，本项

指标权重 7分，得分 7分。 

（1）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 

富锦市 2021 年专项衔接资金安排实施产业项目投入 2,332.12 万元，占财政

衔接资金总额度 2,688 万元的 86.76%（见表 2），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5 分。 

（2）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增幅 

富锦市 2021 年专项衔接资金安排实施产业项目投入 2,332.12 万元，2020 年

为 1372万元，比上年度增幅为 70%，本项达成年度指标，得分 2分。 

（四）加减分指标 

1.加分项 

机制创新 

无 

2.减分项 

(1) 执行中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 

无 

(2) 数据作假 

无 

（3）违规违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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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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富锦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克服疫情影响，严格落实国家、

省级各项配套政策，加强夯实脱贫攻坚基础，努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以

赴做好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筑牢返贫致贫防线，确保不出现返贫情况。 

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高度重视项目库及扶贫资产管理工作，分级分类设立项

目库及资产台帐信息，及时公告公示项目库项目新增及调整情况，录入扶贫资产运

营、管护、属性等情况，落实管护责任，确保扶贫资产持续发挥效益。 

3.及时做好政策衔接，制定出台乡村振兴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围绕贯彻落实国

家、省级文件部署，出台了《富锦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富锦市关于加强扶贫资产后续管理的工作实施方案》、《富锦市扶贫资产管理办

法》等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持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4.优化资金配置，以乡村振兴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利用财政

扶贫专项资金投入扶贫成熟规模企业，以“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效益。针对“病灶”开方抓药，强化项目支持，体现资金使用精准，发挥

专项资金在支持产业发展上的作用，促进地方、企业的“强强联合”，实现企业、

村集体、贫困户的三方利益共享。 

5.深入推进“企业+村集体+脱贫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多种利益联结机制

形式，以资产收益形式实现户企双赢、增加脱贫攻坚影响力，实现了企业、村集体、

贫困户利益均享，有效促进贫困户的脱贫稳定和巩固提升，走上了一条产业扶贫规

模化、集约化、多样化的道路。 

（二）存在的问题 

1. 县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不足，比上年度有所减少，2020年度县本

级财政支出扶贫资金 431.4万元，今年支出 406万元。 

2. 监督检查制度执行有效性不足，虽然建立了各项监督检查制度，但本年度

未见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进行检查或抽查，缺少各种检查发现问

题的整改情况说明。 

3.乡、村级公告公示不全面，没有进行项目竣工及建设过程等公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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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资金使用成效方面，我们逐笔核对了财政支付凭证，资金支付主要集中在

十一、二月，支出进度对项目建设有一定影响。且一年以内的预算执行率为 96%，

没有达到 100%。 

5.项目实施各阶段的监管有待加强。衔接资金落实的项目，应强化动态管理，

定期统计汇总项目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6.衔接资金使用成效方面，工作机制运行环节存在专题培训不足问题，评价过

程未见到 2021 年度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专题培训。 

7. 没有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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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建议 

1.加强资金监管工作。提高对乡镇、村级公示公告的重视，严格按照规定要求，

把该公示公告的按照规定的内容及格式要求，完整准确的公示，尤其要对项目竣工

及建设过程等情况进行公示，并定期检查各乡镇、村公示公告是否按要求落到实处。

对公示、公告工作执行不力的要及时纠正并给予处罚。 

2. 加强衔接资金、资产使用和收益分配方面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日常工

作应重视各项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执行，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结果反

馈，确保各项制度成为有效推动衔接资金、扶贫资产使用监管的有力保障手段。 

3.加强项目实施各阶段的监管。衔接资金落实的项目，应强化动态管理，定期

统计汇总项目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

提升资金管理水平，随时调整和提高项目投资绩效水平。 

4.加强资产的风险防控，严格按照黑财农【2021】149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衔接资金和整合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已经形成的产业

项目进行梳理，对不符合文件要求的抓紧进行整改。 

5.加强对衔接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的学习。严格按照黑财农函【2021】32号《关

于进一步做好衔接资金和脱贫县统筹整合资金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要

求，认真学习掌握黑财农[2021]185号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

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做好每个年度富锦市衔接资

金绩效管理各项工作。 

6.加强衔接资金预算执行率管理，争取达到 100%。 

7.强化绩效管理工作。将绩效管理纳入日常工作，实施重大项目按单个项目制

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设置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绩效指标，及时进行绩效考评，

通过及时合理的绩效评估，提升资金管理能力，优化分配资源，有效提高资金、项

目运转效率。 

8.加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面的专题培训。中共黑龙江省委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实施意见》，应通过专题培训精准解读巩固脱贫攻坚工作与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

明确工作标准和程序要求，找准工作方法路径，确保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政策得到高

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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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强对衔接资金安排的收益类项目风险防范和监管，突出“资产收益”主线，

避免出现“名股实债”问题。 

10.针对收益类项目认真测算通过“衔接资金形成的资产”生命期内累计收益

总额是否符合农民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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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