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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概况 

为提高漯河市农业产业化水平，鼓励现代畜牧业发展，促

进食品名城建设，漯河市畜牧局主管实施双汇产业化工程奖补

资金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奖补符合

年度奖补细则相关条件的企业，奖补范围包括生态畜牧业建设

项目奖补、生猪质量认证奖励、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奖补、病

死畜禽无害化集中处理场项目建设奖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

急物资储备资金以及其他方面。 

2019 年度，双汇产业化工程奖补资金项目全年批复预算资

金为 564.00 万元，其中含应急储备金 50 万，为特殊目的资金，

不属于项目实际可支配资金，故而在分析资金时将其剔除，即

以 514.00 万元作为分析的到位资金。项目实际支出资金 354.00

万元，余 160.00 万元尚未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68.87%。 

二、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基于《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与《漯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市级财政支出重点项目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漯财效〔2020〕1 号）中的指标体系及要

求，遵循科学规范原则、公平公正性原则和绩效相关原则，采

用穿行测试法、调查问卷法、资料查阅法、审核查验法、衡工

量值法、专家咨询法、因素分析法，通过比较双汇产业化工程

奖补资金项目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综合分析影响绩

效目标实现和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再结合专家评审意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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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调查结果，对财政资金的决策、管理、产出和效果做出客

观、公正的评价。 

三、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依据既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评价

小组根据提交材料及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认为，双汇产业化工程

奖补资金项目决策科学、合理，且在质量达标、成本节约、生

态效益方面效果良好。但业务管理、预算管理、产出数量、产

出时效和经济效益方面需增强管理。综合评定双汇产业化工程

奖补资金项目的评价得分为 77.24 分，评价等级为“中”。 

四、主要绩效 

（一）率先于省内开展生态畜牧业示范创建，为生态畜牧

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项目的实施为生态畜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体现

在：一是项目中组织制定了《美丽牧场 生猪》、《美丽牧场 肉

牛》、《美丽牧场 肉羊》三个创建标准，并作为漯河市地方标准

正式发布实施；二是项目经验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

成果；三是《2018 年河南省畜牧兽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

推广漯河市经验，积极开展美丽牧场建设；四是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结合漯河市美丽牧场创建标准，专门印发了《河南省美丽

牧场创建方案》（试行）；五是多个地区曾对漯河市美丽牧场创

建进行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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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丽牧场促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的协调统一 

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畜牧业规模化，实现了畜牧业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2018 年共有 8 家美丽牧场项目建成

验收，母猪存栏数近 4200 头，规模化显著；同时养殖场对外签

署了土地消纳协议，无偿为周边农户土地提供粪污肥料，受益

土地近万亩，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三）畜产品质量认证企业数量位列全省第一，成果显著 

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漯河市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打造

漯河市畜牧业质量强市。河南省 2018 年度无公害农产品（畜牧

业产品）认定企业名单中，漯河市为 26 家，占比为 22.22%，

位列全省第一，产品类型涵盖生猪、活鸡、肉牛，增强了畜产

品竞争力。 

（四）楼宇养殖项目突破土地制约瓶颈，为畜牧业转型升

级发展带来新动能 

项目实施推动楼宇养殖项目实现新突破。2018 年通过验收

的舞阳县豫优牧业有限公司 2 栋 4 层楼立体养殖项目，占地 50

亩，猪舍总建设面积达 1 万平方米，预计年出栏仔猪 3 万头，

实现了漯河市楼宇养殖的新突破，克服了中原地区土地资源紧

张，养殖业发展受土地制约的瓶颈。同时通过在畜舍顶部安装

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为

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带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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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问题 

综合本次现场评价情况，双汇产业化工程奖补资金项目存

在以下问题： 

（一）在业务管理方面 

1.制度执行不到位 

项目实施中存在与业务管理规定不符、制度执行不到位的

情况：一是美丽牧场项目中多家单位申报表日期空白；二是 8

家单位美丽牧场项目申报表中市双汇产业化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意见一栏均未见签署日期及盖章；三是 26 家畜产品质量认证项

目奖补申报表中市级部门意见内容均空白。 

2.项目质量控制措施执行不到位 

经核查，项目考核验收存在项目质量评审不严谨现象。 

（二）在预算管理方面 

1.预算执行率较低 

本年度实际到位资金为 514.00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为

354.00 万元，余 160.00 万元项目预算资金未支出完毕，本年度

预算执行率为 68.87%，预算执行率较低。 

2.资金拨付申请手续及审批不严谨 

部分县区、项目主管部门存在资金拨付申请手续及审批不

严谨的情况：一是临颍县、郾城区存在企业收款凭据早于资金

实际收到日期情况；二是存在资金拨付申请手续及审批不严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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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监控机制执行不到位 

被评价单位未执行必要的监控措施和手段，不符合国家层

面、河南省层面以及项目相关制度对于执行必要资金监控措施

的规定。 

（三）在项目效果方面 

1.项目实际完成率未达预期 

一是美丽牧场（楼宇养殖）建设项目实际完成率未达预期。

2019 年美丽牧场（楼宇养殖）计划完成数为 9 个，经核查，实

际完成验收并奖补到位的企业数为 8 个，实际完成率为 88.89%。 

二是畜产品质量认证项目实际完成率未达预期。2019 年畜

产品质量认证计划完成数为 26 个，经核查，实际完成验收并奖

补到位的企业数为 4 个，实际完成率为 15.38%。 

2.项目完成及时率未达预期 

一是美丽牧场（楼宇养殖）建设项目完成及时率未达预期。

2019 年美丽牧场（楼宇养殖）计划建设完成数为 9 个，经核查，

截止 2019 年底，及时完成验收并奖补到位的企业数为 8 个，未

达预期。 

二是畜产品质量认证项目及时完成率未达预期。2019 年畜

产品质量认证计划建设完成数为 26 个，经核查，截止 2019 年

底，及时完成验收并奖补到位的企业数为 4 个，未达预期。 

3.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未达到预期值 

根据《漯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双汇产业化工程促进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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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做强做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016 年畜牧

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计划达 50%，2020 年计划达 53%。”

测算平均增速下 2018 年预期达 51.48%。根据漯河市统计年鉴

数据，2018 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40.10%，未达

预期。 

4.生猪出栏头数未达到预期值 

根据实施意见：“2016年生猪出栏头数计划达 367.3 万头，

2020 年计划达 400.00 万头。”测算平均增速下 2018 年预期值为

383.30 万头。根据漯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2018 年生猪出栏头数为 357.03 万头，未达预期。 

5.猪牛羊畜肉总产量未达到预期值 

根据实施意见：“2016 年肉产量计划达 31.02 万吨，2020

年计划达 39.00 万吨。”测算平均增速下 2018 年预期值为 34.78

万吨。根据漯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18 年

猪牛羊畜肉总产量为 30.92 万吨，未达预期。 

六、改进建议 

（一）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一是完善项目业务管理制度。被评价单位应根据需要，及

时对项目业务管理制度、年度项目实施细则进行修改完善，优

化业务工作流程。 

二是严格执行业务管理程序。被评价单位应以业务管理制

度为指导，严格按时、按量、按质执行业务工作流程，及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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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完整性，把控工作质量。 

三是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业务流程中各环节

存档的资料，保证有迹可寻，保证档案及时归档；同时应获取

整个业务流程的业务资料，从而做到把控整个业务流程。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保证资金使用安全、及时、合

规 

被评价单位应健全项目资金监控机制，严格落实资金监督

工作，建立管理、检查、监督、整改于一体的管理机制。 

一是预算单位应严格审核资金申请拨付程序，确保各项文

件信息准确无误，以保证资金安全性。 

二是预算单位应知悉专项经费在各区县的实际支出单位，

掌握资金拨付和支出过程，确保专项经费到位及时、方向明确。 

三是预算单位应对专项经费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抽

查，积极整改项目过程中发现的不合规情况。 

（三）硬化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确保预算与取得绩效相匹

配 

一是细化总体绩效目标。被评价单位应通过运用科学、合

理的论证方法，结合项目总体目标，拆分为年度阶段性目标，

使得年度绩效目标更加精准，绩效管理更具有着手点。 

二是做好绩效运行监控。被评价单位应建立绩效指标实施

与跟踪台账，主动获取并及时统计、跟踪各项绩效数据，结合

绩效目标进行汇总分析。既能有效把控项目进展情况，又能及



 

— 9 — 

时梳理未能按预期完成的绩效目标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积极

寻找解决方案。 

三是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被评价单位在项目实施完

毕后，应积极开展自我评价，以数据作为自我评价的要点，总

结优秀经验与存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