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

胳专顶资盒 (重大顶目前期工作经费 )投资计划 (第

-批 )的通知

粤发改重点函 〔2022〕 369号

省有关单位 `有关地市发展改革局 (委 )∶

根据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广东省 2022年省级预算草案 `现将

20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盒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第一批 ⊥0亿元

投资计划下达给你们 (详见附件 I)`有关事顼通知如下 :

一、项囝实施

请严格按照 《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盒管理办法(试行 )》 (粤府 (201B)

I20号 )和 《广东省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粤发改重点

〔2020〕 30I号 )等有关规定 `抓紧组织实施 `加强项目和资盒管理 `按计划

完成前期工作任务 `提高财政资盒使用效益。严禁将重大顼目前期工作经费违规

截留、挤占或挪作他用。

二、转发下达

本批计划中的对下顼目请有关市发展改革部门在收文后 5个工作日内转发

下达至下一级发展改革部门或项目单位 `抄送本级财政部门 `报我委备案。本批

计划中的省本级顼目 `请省有关单位主动与省财政厅衔接 `切
实做好有关预算资

盒用款申请工作。

三、顼囝监管



各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顼目实施的主体责任。项目单位应科

学制定前期工作计划和前期工作经费支出计划
`依

法依规加快挂进顼目前期工作
`

加快资盒使用进度。涉及政府采购的 `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要自觉接

受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发现问题要枳极整改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整

改情况。

各申报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顼目实施的日常监管直接责任
`及

时

掌握顶目前期工作
j清
况 r重要进展或重大问题及时主动向上级桕关部门报告。

省发展改革委将加大通报和监督检查力度 `适时对计划执行
j庸
况进行抽查

`

重点检查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前期工作进度等。对于投资计划执行不力的顼目
`

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计划执行

本批计划的所有顼目均须按照支出进度不低于时序进度、严格完成支出计划

的工作要求 `加快资盒支出 `避免财政资盒长时间闲置和沉淀 `切实提高预算执

行的严肃性、及时性和均衡性。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剂使用、申请收回财政统筹

的
`由原申报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提出申请

`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财政厅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核。

五、按用调度

列入本批投资计划的项囝
`均参照省重点顼目管理要求 `实行支出进度用度

通报。根据省财政
″
双监控

″
系统反馈数据 `按用通报各单位前期工作经费支出

进度。请各有关单位在省财政
″
双监控

″
系统中及时、准确报送资盒支出信息。

省发展改革委将把支出进度作为后续前期工作经费安排的重要参考。



六、绩效目标

本批计划的总体绩效目标是 :资金使用规范 `充分发挥财政资盒效益
`加快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进度 `促
进前期工作科学开展 `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各顼目

具体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2)。

请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
`对

照绩效目标做好绩

效运行监控 `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财政资盒发挥预期

;时k庄∶圭。

附件 :

⊥。20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重大顼目前期工作经费 )投资计划

表 (第-批 )(汇总送省财政厅 `分发各单位 )

2.20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顼资盒 (重大顼目前期工作经费 )项目(第

一批 )绩效目标表 (汇总送省财政厅 `分发各单位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2022年 3用 9日



附件

⒛”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重大项目前期
工作经费)投资计划表 (第-批 )

资金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安排前期费佥顿

梅州市 (3个 ) 1珏 8￡

1
梅州市平远县城乡一体化水资源配置工程 (含平远县大坑头水
库建设工程 )

23?

2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
一城两坊

”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利用

一期 (望杏坊)项 目
615

3 国道⑿35线 大埔县茶阳至县城段公路改建工程 63?



附件2

⒛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
(第一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梅州市平远县城乡一体化水资源配置工程 (含平远县大坑头水库建设工程)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 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平远县水务局

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2

预算金额 总金额 237 当年度金额 237

实施期目标 (跨年度项目需填写) 当年度 目标

总

体

目

标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可行性研

究报告阶段地质勘探、水资源论证专

题报告、水土保持方案专题报告、移

民安置规划报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等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开展项 目数量 按下达投资计划项 目数量

质量指标 前期工作符合相关行业规范 相关前期工作环节报批通过审核

时效指标

资金完戚及时率 I00%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前期工作进度 按计划完戚

咸本指标 补助标准
按 《广东省重大项 目前期工作经费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分类补助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基本实现

社会效益 加强民生保障 基本实现

生态效益 深化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开工前满足环评要求

可持续影响 建设项 目有效性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附件2

⒛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
(第一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 目名称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
一城两坊

”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利用一期 (望杏坊)项

目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 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梅州市梅江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2

预算金额 总金额 615 当年度金额 615

实施期目标 (跨年度项目需填写) 当年度 目标

总

体

目

标

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节能评估

报告、项 目咨询技术服务 (包括修建

性详细规划审查、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用地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

施工报建流程等相关技术咨询 )、 设

计、勘察等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开展项 目数量 按下达投资计划项 目数量

质量指标 前期工作符合相关行业规范 相关前期工作环节报批通过审核

时效指标

资金完成及时率 100%

资金发放及时率 I00%

前期工作进度 按计划完成

戚本指标 补助标准
按 《广东省重大项 目前期工作经费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分类补助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基本实现

社会效益 加强民生保障 基本实现

生态效益 深化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开工前满足环评要求

可持续影响 建设项 目有效性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附件2

⒛22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 (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经费)项目
(第一批)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项 目名称 国道㈩35线大埔县茶阳至县城段公路改建工程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 目等级 二级项 目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大埔县公路事务中
`心

实施期限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2

预算金额 总金额 637 当年度金额 G37

实施期 目标 (跨年度项 目需填写 ) 当年度 目标

总

体

目

标

开展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环境影

响评价、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水土

保持等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开展项 目数量 按下达投资计划项 目数量

质量指标 前期工作符合相关行业规范 相关前期工作环节报批通过审核

时效指标

资金完戚及时率 100%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前期工作进度 按计划完成

咸本指标 补助标准
按 《广东省重大项 目前期工作经费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分类补助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基本实现

社会效益 加强民生保障 基本实现

生态效益 深化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 项 目开工前满足环评要求

可持续影响 建设项 目有效性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