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梅州市国有水口林场是梅州市林业局下属的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保持森林物种多样性；负责辖区内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区域良种示范、种质资源保存与创新、生态监测、科

技示范等.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全面完成年度总体目标，目标完成率 100%。森林碳汇造

林项目 1000 亩，完成率 100%，合格率 100%；碳汇抚育 2300

亩，任务完成率 100%，合格率 100%；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

助配套项目抚育 5000 亩，任务完成 100%，合格率 100%；碳

汇抚育 4500 亩，任务完成 100%，合格率 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依椐充分，符合客观实际。资金到位及时与计划投入

资金的比率一致。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根据文件要求，按下达的营造林生产任务落实年度总体

目标。本年度合计 184 万元，其中：2020 年森林碳汇造林项

目 1000 亩，项目资金 80 万元；2020 年碳汇抚育 2300 亩，

项目资金46万元；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配套项目抚育5000



亩，项目资金 10 万元;碳汇抚育 4500 亩，项目资金 48 万元。

按工程进度执、事项支出和会计核算规范，已支付 184 万元，

支付率 100%。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自评分数：98 分（详见附表）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情况。

严格执行市财政局批复的预算，全年支出控制在预算数

以内，严肃财务工作纪律，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的范围、标准

和口径要求。

2.预算执行情况。

基本支出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合理安排单

位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要严格按照的项目和

用途使用，无改变项目内容、扩大使用范围、挪用项目资金

现象，做到了专款专用，切实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

性和有效性。项目资金实行报帐制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开

具发票，建设资金按进度由市财政局相关科室审核拨付，有

项目验收记录表和结算表，能做到项目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3.预算使用效益。

重点分析以下情况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合理，在项

目预计的时间内完成相关程序和施工、验收等。项目实施完

成对林区的生态效益显著，带动林业从业者的就业，改善林

区周边村民的生活环境明显。社会公众周边村民对项目实施

的满意程度较高。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在本次核查过程中，施工质量合格。项目实行监理委托

制，且成立工程项目建设监督管理小组，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确保了工程进度。营造林工程总体完成良好，质量较高，大

部分作业小班施工质量较好，监管到位，苗木长势良好。创

造就业岗位，带动农民增收；造林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森

林抚育构建稳定森林生态系统。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监控制度；

二、加强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提高项目进度效率。



附表

2020 年梅州市省级涉农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指标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内容 得分

指标 指标

投入

（20分）

项目立项

（12 分）

项目立

项规范

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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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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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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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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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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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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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预期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资金落实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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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落

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计划投入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计划投

入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到位及

时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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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及时到位资金：截至规定时点实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

金。

应到位资金：按照合同或项目进度要求截至规定时点应

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30分）

过程
业务管理

（10 分）

管理制

度健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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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要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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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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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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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审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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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 二级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内容 得分

指标 指标

业务管理

项目质

量可控

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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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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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20 分）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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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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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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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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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监

控有效

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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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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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

（30分）

项目产出

（30 分）

实际完

成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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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

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

或项目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完成及

时率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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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完成时间-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

时间] ×100%。

7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

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

目所需的时间。

质量达

标率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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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质量达标产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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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节

约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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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

作目标实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

出，一般以项目预算为参考。



一级 二级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内容 得分

指标 指标

效果

（20分）

项目效益

（20 分）

经济效

益

（2．5

分）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此四项指标为设置项目支出績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

共性要素，可根据项目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

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20

社会效

益

（2．5

分）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

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生态效

益

（2．5

分）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

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可持续

影响

（2．5

分）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

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社会公

众或服

务对象

满意度

（10

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

目实施效策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

门(单位)、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总 分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