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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基本概况 

1.1 项目名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 

1.2 项目实施单位及简介 

项目单位：青岛山大齐鲁医院 

单位简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属（管）医院，教

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的直属附属医院，首批委省共建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综合类）牵头和主体建设单位。医院始建于公元 1890 年，先后

称华美医院、共和医院、齐鲁医院、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2000 年

10 月更名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在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 2020 年度复旦大

学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上，医院全国综合排名第 24 位。 

青岛山大齐鲁医院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开诊，一期占地面积 36

亩，建筑面积 8.36 万平方米，开放 46 个业务科室，床位 600 张，拥有员

工 1900 余人，打造形成了以心血管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脑科

中心、骨科中心、医学影像中心等五大中心为核心，以消化内科、重症医

学科、妇产科、血液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为重点的优势学科群。医

院拥有飞利浦 3.0T 全光纤磁共振、西门子光子 CT 机、卡尔蔡司手术显

微镜、Brainlab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等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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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概况 

1.3.1项目实施背景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

得新的显著成绩，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

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民健康

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近年来，青岛市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

深化，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看病难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人民群众通过

医改得到更多实惠。但仍然存在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有待提高，

优质医疗资源缺乏，高水平医院总量不足等问题。《青岛市“十四五”卫生

健康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青岛眼科医院、市市立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女儿童医院为重点，

争创国家和省级综合类别、专科类别区域医疗中心，成为我市高水平临床

诊疗中心、高水准临床科研创新平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采取托管、

划拨和团队合作等方式，引入国内外名校名院合作办医，加快建设清华大

学附属青岛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二期等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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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与山东大学关于建设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青岛市政府、山东大学及各相关下属单位共同建

设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其建设定位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

的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的高水平医学科研中心和重要临床教学

基地，积极争创国家综合性医疗中心。 

青岛山大齐鲁医院分两期建设，建成后总床位数达到 1704 张，其中，

一期项目建筑面积 8.4 万平方米，病房床位 600 张，已于 2013 年 12 月投

入运营。本项目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 

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全市的医疗卫生水平，完善全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提升青岛山大齐鲁医院的

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健康

需求。 

1.3.2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市北区合肥路以北、合肥路公园以南、劲松五路以

西、劲松四路以东，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一期项目西侧，项目主体

占地面积 33320.5 平方米，西侧地下立体车库占地面积 6605.4 平方米。 

1.3.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医疗综合楼、地下立体车库等，总建筑面积

283765 平方米，设置 1104 张床位，并配套建设室外道路、广场、停车场、

景观、绿化、管网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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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建设工期 44 个月。 

1.3.5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1、项目总投资 

项目概算总投资 259126.9 万元，其中工程费 199587.5 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 46567.0 万元，预备费 10972.4 万元，内配设施购置费 2000.0 万

元（暂估）。资金来源方面，由市财力投资 4.8 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筹集 19.2 亿元，其余资金由项目单位自筹。总投资中不包含建设期利息、

债券发行费。 

2、项目资金筹措 

根据 2021 年青岛市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类专项债券（六期）-2021 年青

岛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项目动态总投资 272648.6 万元，其中资

本金 79983.6 万元（青岛市财力投资 48000.0 万元，其余资金由项目主体

自筹解决），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9.41%，计划分四年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 192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0.59%。 

1.3.6项目实施概况及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44 个月。截至评价日，项目实施进度如下：医疗

综合楼主楼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砌体工程完成约 50%；裙房主体工程完成

至六层，立体车库筏板基础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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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绩效评价重点对 2021 年度发行的专项债券进行绩效评价，根据

项目单位提供的债券资金支付台账、凭证及银行对账单显示，2021 年两

批债券资金分别在 5 月、12 月完成放款，其中第一批次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6-12 月份分别支付土石方进度款、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主体工程预付款、主体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主体工程进度款等，

第二批次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份分别

支付主体工程进度款、施工图设计费等，累计支出金额 55000.0 万元，债

券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1.4 项目绩效目标 

1.4.1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价报告及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总体目标

为：2021 年底完成土石方整理工程施工；2022 年 8 月份完成医疗综合楼

主体封顶，完成二次结构砌筑施工，进行墙体抹灰和室内外装修、安装工

程的施工；2023 年 9 月底完成电气、给排水、消防、室外道路施工，并

做好系统调试、检测验收准备，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投入使用。项目

建成后将增加床位 1104 张，配套车位 2320 个。 

1.4.2阶段性绩效目标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价报告及项目绩效目标表，2021 年度目标

为：基坑土石方工程完成 90%，基坑支护工程完成 90%，医疗综合楼西

侧裙房局部完成至地下一层，医疗综合楼主楼完成地上十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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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2.1 绩效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评价范

围为 2021 年专项债券资金。通过对项目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方面

的深入分析，对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绩效进行综合评价，找出资金

使用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提高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 

2.2 绩效评价原则 

客观公正原则。以项目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为依据，依照准确、可

靠、合法的记录、凭证、报告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的绩

效水平和评价结果。 

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工作应当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规范的程

序，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绩效工作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评

价过程中严格执行。 

重点突出原则。突出绩效、聚焦重点，关注专项债券资金的投向合

理性、筹资合规性、使用及时性、偿债可行性、风险可控性，切实发挥

其在稳投资、促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协同配合原则。财政部门牵头组织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督促指导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具体实施各项管理工作，并按有

关规定要求配合开展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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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4、《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 

5、《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 号） 

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7、《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161 号） 

8、《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9、《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10、《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 号） 

11、《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

61 号） 

12、《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鲁财预〔2021〕

53 号） 

13、关于印发《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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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财债〔2021〕66 号） 

14、项目单位提供的本项目相关批复文件、一案两书等相关材料 

15、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 

2.4 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

本法、专家咨询法、现场调研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通过将项目的预算支出安排与预期效益进

行对比分析，评价本项目的产出与成本相比是否合理，能否以较低的成

本带来较高的效益。 

2、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区域同类项目

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项目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

果的政策、规划、资金等外部因素以及项目单位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实施计划等内部因素对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对该项目进行评价。 

4、专家咨询法。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通过现场踏勘、座谈交流等方式，

对项目给予咨询建议与指导，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 

5、现场调研法。是指通过查看政策和踏勘项目实施现场，获得一手

资料，为评价结论提供支撑。 

6、公众评判法。通过调研、访谈等方式评价项目实施效果，能否满

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带来预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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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下达评价通知 

由市财政局向被评价项目单位下达评价通知，明确评价工作目的、

具体安排、需提供的项目资料等。 

2、审核资料汇总 

项目单位根据通知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提交至市财政局。 

3、开展绩效评价 

成立评价小组：遴选中介机构及专家顾问共同组建评价小组。专家

方面邀请财会、工程建设、投融资、技术经济等领域专家。 

确定工作方案：结合相关政策及财政部门要求，拟定绩效评价工作

方案，包含评价对象、内容、时间安排、方法、工作流程、评价标准等。 

开展详细调研：评价小组及专家团队对被评价项目开展现场调研和

座谈，实地踏勘、了解被评价项目概况。全面搜集评价所需项目资料，

对项目单位提供资料进行了查验核实，对疑点问题进行询问，听取并记

录项目单位说明及解释。现场调研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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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专家评审会：召开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就绩效评价相关事项

与申报单位充分交流，根据财政部门相关文件并结合被评价项目特点及

项目已设定的绩效目标，研讨确定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

进行打分，讨论并形成《绩效评价专家组意见》。 

4、评价报告编制及公开 

在前期调研、座谈及专家评审工作基础上，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编制，报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程序公开。 

2.6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1〕

61 号）、《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青财债〔2021〕

66 号）等相关文件，并结合项目概况特点，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了 4 项一级指标、17 项二级指标，合计权重分 100 分，通过评分后分为

4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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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在 90（含）—100 分为“优”； 

综合得分在 80（含）—90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70（含）—80 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 70 分以下为“差”。 

本次绩效评价设定了决策方面、管理方面、产出方面、效益方面四

项一级指标，考虑项目目前尚未完工，正在建设过程中，主要指标及评

价重点如下： 

1、决策方面 

设置权重分 30 分，指标内进一步细化了前期手续完备性、债券支持

领域符合性、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性、债券额度与需求匹配性等四项二级

指标。 

①前期手续完备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未开工项目重点评价项目立

项批复、土地、规划、环评、节能等前期手续是否完备；已开工项目重

点评价项目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

许可证等手续是否完备。 

②债券支持领域符合性。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是否符合

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③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重点评价绩效目标是否

明确、细化、量化；绩效目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与项目预计解

决的问题是否一致；项目否有明确的受益群体，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是

否匹配；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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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债券额度与需求匹配性。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债券资

金与项目总投资是否匹配，债务资金占比是否满足国家规定要求；项目

债券资金年度分配计划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计划相匹配。 

2、管理方面 

设置权重分 40 分，指标内进一步细化了项目预期收益合理性、债券

资金管理合规性、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债券本息偿还合规性四项二级

指标。 

①项目预期收益合理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重点评价项目收入是否

为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入测算相关的数量、单

价、使用率等指标设置是否合理；项目投入成本是否合理，成本项设置

是否完善，成本估算指标设置是否合理；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

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模是否匹配；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运营期

限是否匹配。 

②债券资金管理合规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重点评价专项债券收支、

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是否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是否

合规；外部监督问题是否及时整改；项目是否进行信息公开；竣工验收

后资产是否进行备案和产权登记；其他财务、采购和管理情况是否合规。 

③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重点评价债券资金是否

按规定用途使用；是否存在资金挪用及闲置；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期限

拨付到位；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 

④债券本息偿还合规性。设置权重分 10 分，重点评价偿债资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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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专项债券是否按计划进行本息偿

还。 

3、产出方面 

设置权重分 20 分，指标内进一步细化了数量指标完成度、质量指标

完成度、时效指标完成度、成本指标完成度四项二级指标。 

①数量指标完成度。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是否按前期规

划形成项目资产，是否完成预定产出指标；项目是否按规划足额提供相

应公共产品和服务。 

②质量指标完成度。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竣工验收是否

合格；项目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③时效指标完成度。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建设进度是否

满足前期批复及规划要求；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施工合同约定。 

④成本指标完成度。设置权重分 5 分，重点评价项目建设成本是否

控制在前期批复限额内；项目运营期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估算范围内；

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际成本情况。 

4、效益方面 

设置权重分 10 分，指标内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五项二级指标。 

①经济效益。设置权重分 2 分，重点评价项目自身收益是否满足前

期预期；项目投入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②社会效益。设置权重分 2 分，重点评价项目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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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情况；项目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项目促进社会民生改善

情况。 

③生态效益。设置权重分 2 分，重点评价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改善

影响。 

④可持续影响。设置权重分 2 分，重点评价项目效益可持续性。 

⑤服务对象满意度。设置权重分 2 分，重点评价项目直接服务对象

满意程度。 

表 2-1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要点 

决策方面

（30 分） 

前期手续完备性（10 分） 

①项目立项批复、土地、规划、环评、节能等前期手续是否完备。 

②已开工项目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等手续是否完备。 

债券支持领域符合性（5

分） 
①项目是否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性

（10 分） 

①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明确、细化、量化。 

②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

题是否一致。 

③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群体，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是否匹配。 

④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挑战性。 

债券额度与需求匹配性

（5 分） 

①项目债券资金与项目总投资是否匹配，债务资金占比是否满足

国家规定要求。 

②项目债券资金年度分配计划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计划相匹配。 

管理方面

（40 分） 

项目预期收益合理性

（10 分） 

①项目收入是否为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

入测算相关的数量、单价、使用率等指标设置是否合理。 

②项目投入成本是否合理，成本项设置是否完善，成本估算指标

设置是否合理。 

③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

模是否匹配。 

④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运营期限是否匹配。 

债券资金管理合规性

（10 分） 

①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是否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 

②信息系统管理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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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要点 

③外部监督问题是否及时整改。 

④项目是否进行信息公开。 

⑤竣工验收后资产是否进行备案和产权登记。 

⑥其他财务、采购和管理情况是否合规。 

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10 分） 

①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是否存在资金挪用及闲置。 

②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期限拨付到位；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是否与

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 

债券本息偿还合规性

（10 分） 

①偿债资金是否为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 

②专项债券是否按计划进行本息偿还。 

产出方面

（20 分） 

数量指标完成度（5 分） 
①项目是否按前期规划形成项目资产，是否完成预定产出指标。 

②项目是否按规划足额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和服务。 

质量指标完成度（5 分） 
①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②项目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时效指标完成度（5 分） 
①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前期批复及规划要求。 

②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施工合同约定。 

成本指标完成度（5 分） 

①项目建设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批复限额内。 

②项目运营期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估算范围内。 

③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际成本情况。 

效益方面

（10 分） 

经济效益（2 分） 
①项目自身收益是否满足前期预期。 

②项目投入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2 分） 

①项目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情况。 

②项目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③项目促进社会民生改善情况。 

生态效益（2 分） ①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改善影响。 

可持续影响（2 分） ①项目效益可持续性。 

服务对象满意度（2 分） ①目直接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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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绩效评价结论 

为全面客观对项目展开绩效评价，评价小组邀请了财会、工程建设、

投融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 5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评价小组与专家踏勘

了项目现场，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组织召开了项目绩效评价专家评审

会，青岛市财政局和项目单位—青岛山大齐鲁医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项目单位关于项目概况和绩效自评情况的汇报，专家组进行

了认真的质询和讨论。 

专家组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进行了研讨确定，并分

别从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方面进行独立评分（详见附件），专家

评审会现场情况如图 3-1 所示。 

  

图 3-1 项目绩效评价专家评审会 

经专家组评审，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决策基本合理，管理

较为规范，建设质量和进度总体符合预期，能够按计划偿还债券利息，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总体实现了既定年度绩效目标，但也存在部分问

题需进行落实整改。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4 分，评价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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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绩效评专家评分汇总表 

项目名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 

评价指标及分值 专家评分 

评价指标 分值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平均 

决策方面 30 26 30 23 25 28 26 

管理方面 40 39 38 38 37 37 38 

产出方面 20 20 20 20 20 20 20 

效益方面 10 10 10 10 10 10 10 

合计 100 95 98 91 92 95 94 

最终评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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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4.1  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类指标由前期手续完备性、债券支持领域符合性、绩效目

标设定合理性、债券额度与需求匹配性 4 个二级指标构成，合计分值为

30 分，实际得分 26 分。各指标得分情况见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决策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实际

得分 

决策方面

（30 分） 

前期手续完备性

（10 分） 

①项目立项批复、土地、规划、环评、节能等前期手续是

否完备。 
10 

②已开工项目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手续是否完备。 

债券支持领域符合

性（5 分） 
①项目是否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5 

绩效目标设定合理

性（10 分） 

①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明确、细化、量化。 

9 

②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与项目预计解

决的问题是否一致。 

③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群体，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是否

匹配。 

④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挑战性。 

债券额度与需求匹

配性（5 分） 

①项目债券资金与项目总投资是否匹配，债务资金占比是

否满足国家规定要求。 
2 

②项目债券资金年度分配计划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相匹配。 

合计得分   26 

4.1.1前期手续完备性（10分） 

1、项目立项批复、土地、规划、环评、节能等前期手续办理情况 

项目单位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根据基本建设程序已经办理了各项前

期手续。前期手续具体办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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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批复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函（青

发改投资审〔2020〕44 号）》（以下简称《可研批复》）。 

2021 年 3 月，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批复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函（青发改投资审〔2021〕

23 号）》（以下简称《初设批复》）。 

2014 年 4 月，原青岛市规划局市北分局出具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选字第 370200201412002 号）。2020 年 9 月，青岛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同意变更项目单位为青岛山大齐鲁医院。 

2020 年 3 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出具了《关于青岛山大齐

鲁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青环北审〔2020〕3 号）。 

2021 年 7 月，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了《青岛市建设项目节能

报告审查意见书》（青审建能审第 202104 号）。 

2021 年 7 月，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了《〈青岛市建筑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方案〉审核意见书》（编号：X2002-046）。 

2、项目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

工许可证等手续办理情况 

2018 年 7 月，原青岛市规划局颁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 370200201812010 号）。2020 年 9 月，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

意变更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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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原青岛市规划局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370200201812095 号）。2020 年 4 月，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

意变更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97005 平方米。2020 年 9 月，青岛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同意变更项目单位。2021 年 6 月，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同意变更项目总建筑面积，减少 13240 平方米。 

2020 年 10 月，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

（鲁（2020）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52469 号、鲁（2020）青岛市不动产

权第 0052467 号）。 

2021 年 4 月，青岛人防工程设计文件审查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青

岛市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号：Q2021-071）。2021

年 6 月，青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有限公司出具了《山东省建设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编号：（2021）第 027 号）。 

2020 年 9 月，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项目土石方整理工程颁发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70200202009270101）。2021 年 7 月，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370200202107010201）。 

评价认为：项目立项批复、土地、规划、环评、节能等前期手续办

理均已办理完毕，并取得土地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该项指标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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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债券支持领域符合性（5分）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医疗综合楼及地下立体车库等。经评价，该项

目所使用专项债券符合财政部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专项债券资金投向

领域：“社会事业”领域中的“卫生健康（含应急医疗救治设施，公共卫生

设施）”。 

评价认为：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该指标项得 5 分。 

4.1.3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性（10分）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明确、细化、量化。 

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2021 年底完成土石方整理工程施工；2022

年 8 月份完成医疗综合楼主体封顶，完成二次结构砌筑施工，进行墙体

抹灰和室内外装修、安装工程的施工；2023 年 9 月底完成电气、给排水、

消防、室外道路施工，并做好系统调试、检测验收准备，年底完成竣工

验收备案并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增加床位 1104 张，配套车位 2320

个。并进一步设置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等三级指标，绩效目标较为

明确、细化、量化。详见下表。 

表 4-2  项目绩效目标表 

总体目标 

总目标（2020 年—2023 年） 

2021 年底完成土石方整理工程施工；2022 年 8 月份完成医疗综合楼主体封顶，完成二次结构砌筑

施工，进行墙体抹灰和室内外装修、安装工程的施工；2023 年 9 月底完成电气、给排水、消防、

室外道路施工，并做好系统调试、检测验收准备，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并投入使用。项目建成

后将增加床位 1104 张，配套车位 2320 个。 

2021 年度目

标 

基坑土石方工程完成 90%，基坑支护工程完成 90%，医疗综合楼西侧裙房局部完成至地下一层，

医疗综合楼主楼完成地上十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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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主体结构建筑面积 283765 主体结构 

设置床位数 1104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检验批、分部分项工

程验收合格率 

绿色建筑标准 两星级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年度进度计划 100%   

成本指标 概算控制金额 ≤概算批复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项目受益人数 20 万人 

项目建设过程中辐射

周边相关商业、建设

相关产业人数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投入运营后年门诊量 ≥145 万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项目主管单位对项目的满意程度 ≥95%   

社会群众对项目的满意程度 ≥95%   

2、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

题是否一致。 

项目产出、效益、满意度指标与项目的总体绩效目标高度相关，能

够反映项目核心产出情况、建设质量情况、经济社会效益情况及收益群

体的满意度情况，与项目提升全市的医疗卫生水平，完善全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发展，提升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

健康需求等目标一致。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群体，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是否匹配。 

项目受益群体为医院周边居民及青岛市居民，受益群体明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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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医院的床位、停车位及配套设施需求相匹配。 

4、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前瞻性和挑战性。 

项目绩效指标表中，数量指标的主体结构建筑面积为 283765 平方

米，与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的建筑面积 297005 平方米不相符；质量指标

的工程验收合格率为 100%，绿色建筑标准为两星级，与施工合同约定

的质量要求合格并争创鲁班奖的要求尚有差距；时效指标为按时完成年

度进度计划，成本指标为控制在概算批复值以内，服务对象满意度≥95%，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 

评价认为：绩效总体目标基本明确，目标设置与项目具有较高的相

关性，受益群体基本明确，但数量指标有偏差，质量指标的前瞻性和挑

战性偏低，该项指标扣 1 分，得 9 分。 

4.1.4债券额度与需求匹配性（5分） 

1、项目债券资金与项目总投资是否匹配，债务资金占比是否满足

国家规定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动态总投资 272648.6 万元，其中资本金

79983.6 万元（青岛市财力投资 48000.0 万元，其余资金由项目主体自筹

解决），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9.41%，计划分四年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192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0.59%。债务资金总体占比满足国家相关规

定。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数据，截至 2021 年年底，项目资本金投入 1922.1

万元，共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85000.0 万元，资本金占比为 2.21%，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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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比为 97.79%。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本金未按照要求同比例到位。 

2、项目债券资金年度分配计划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计划相匹配。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报告，项目实施进度如下：医疗综合楼主

楼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砌体工程完成约 50%；裙房主体工程完成至六层，

立体车库筏板基础施工完成。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付款资料明细表，截

至目前，土石方工程付款比例 58.7%，主体工程付款比例 22.5%，项目

资金年度分配滞后于项目建设进度。 

评价认为：项目债券资金与项目总投资相匹配，但是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资本金、债务资金比例不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该项扣 2 分；项目资

本金和债券资金年度分配滞后于项目建设进度，该项扣 1 分；该项指标

得 2 分。 

4.2  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管理指标由项目预期收益合理性、债券资金管理合规性、债券

资金使用合规性、债券本息偿还合规性 4 个二级指标构成，合计分值为

40 分，实际得分 38 分。各指标得分情况见如下表所示。 

表 4-3  项目管理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实际得分 

管理方面

（40 分） 

项目预期收

益合理性

（10 分） 

①项目收入是否为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收入测算相关的数量、单价、使用率等

指标设置是否合理。 

9 
②项目投入成本是否合理，成本项设置是否完善，

成本估算指标设置是否合理。 

③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

专项债券规模是否匹配。 

④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运营期限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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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实际得分 

债券资金管

理合规性

（10 分） 

①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是否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10 

②信息系统管理是否合规。 

③外部监督问题是否及时整改。 

④项目是否进行信息公开。 

⑤竣工验收后资产是否进行备案和产权登记。 

⑥其他财务、采购和管理情况是否合规。 

债券资金使

用合规性

（10 分） 

①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是否存在资金挪

用及闲置。 
9 

②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期限拨付到位；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 

债券本息偿

还合规性

（10 分） 

①偿债资金是否为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

入。 10 

②专项债券是否按计划进行本息偿还。 

合计得分   38 

4.2.1项目预期收益合理性（10分） 

1、项目收入是否为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

入测算相关的数量、单价、使用率等指标设置是否合理。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医院其

他收入、停车收入、财政补贴收入，符合专项债券要求。其中： 

项目满负荷运营后年门诊量约 211 万人次由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床位

规模测算确定，次均费用约 350 元/人次参考项目一期财务数据，年增长

率 3%主要考虑 CPI 等因素，同时负荷率考虑逐年增长至 100%，指标设

置较合理。 

二期床位数 1104 张，床位周转次数 36.7 次参考 2019 年青岛市卫生

健康委统计资料，人均住院费用 16000 元/人次参考项目一期财务数据，

年增长率 3%主要考虑 CPI 等因素，指标设置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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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医院体检等收入 450.0 万元/年，参考项目一期财务数据每年其

他收入约 400.0-600.0 万元，考虑当前经济形势，该项收入指标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 

停车位数量 2320 个由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建设规模确定，停车位

使用率按 10%主要针对住院探视人群，根据青岛市停车收费相关规定，

收费标准运营期前 6 年按 4.0 元/小时，7-12 年按 4.5 元/小时，第 13 年

以后按 5.0 元/小时，年度计算天数 365 天，日均停车小时数 8 小时，指

标设置较合理。 

运营期内每年财政补贴收入 12500 万元，《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关于

全市卫生重点建设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及《青岛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纪要（第 89 次）》提出“根据医院发展状况，每年市财政适当

给予资金补助”。 

2、项目投入成本是否合理，成本项设置是否完善，成本估算指标

设置是否合理。 

根据《初设批复》，项目概算总投资 259126.9 万元，其中工程费

199587.5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46567.0 万元，预备费 10972.4 万元，内

配设施购置费 2000.0 万元（暂估）。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动态总投资 272648.6 万元，其中，静态总

投资 259637.0 万元（包含工程费 200086.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41899.0

万元、预备费 15652.0万元、设备购置费2000.0万元），建设期利息12858.0

万元，债券发行费 153.6 万元。项目运营收入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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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停车收入、财政补贴收入，项目成本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工资

及福利费、医疗卫生材料及药品费、计提基金、管理费、其他费等。项

目成本设置完善，指标较为合理。 

3、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模

是否匹配。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实现运营收入

4408247.9 万元，包括门诊收入 2182535.2 万元、住院收入 1960547.9 万

元、其他收入 9000.0 万元、停车收入 6164.7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2500.0

万元。本项目成本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工资及福利费、医疗卫生材料及药

品费、计提基金、管理费、其他费等，债券存续期内成本费用支出预计

为 3985646.0 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

令 2008 年第 53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42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

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9〕122 号），税费按免税考虑。经测算，债券存期内项目可用

于平衡项目融资成本的专项收益共计为 422601.9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

债券还本付息合计 343560.0 万元，项目收益本息覆盖倍数为 1.23。因此

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模能够匹配。 

4、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运营期限是否匹配。 

根据《初设批复》，本项目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大于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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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项债券的期限，能够实现匹配。 

评价认为：项目预期收益总体合理，但医院其他收入指标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该项指标扣 1 分，得 9 分。 

4.2.2债券资金管理合规性（10分） 

1、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是否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 

本项目专项债券收支情况、2021 年付息情况均已纳入青岛市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 

2、信息系统管理是否合规。 

项目信息已录入地方债务管理系统及国家重大项目库，项目债券发

行及付息情况已录入地方债管理系统，符合相关规定。 

3、外部监督问题是否及时整改。 

项目未在审计核查等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 

4、项目是否进行信息公开。 

项目已按照财政部要求披露“一案两书”等有关信息，符合债券项目

信息公开要求。 

5、竣工验收后资产是否进行备案和产权登记。 

由于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办理资产备案和产权登记。 

6、其他财务、采购和管理情况是否合规。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报告及相关资料，项目其他财务、采购和

管理均按相关规定开展具体工作，设计、施工、监理等均按照《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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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要求进行公开招标。 

评价认为：债券资金管理合规性整体情况较好，该项指标得 10 分。 

4.2.3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10分） 

1、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用途使用；是否存在资金挪用及闲置。 

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债券资金支付台账及凭证显示，2021 年债券资金

共计支付 46 笔，累计支出金额 55000.0 万元，与当年申请债券资金一致，

支付执行率 100%。 

2021 年第一批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到账，

并于 2021 年 6-12 月份完成投放，共计支付 33 笔。分别支付土石方进度

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主体工程预付款、主体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

主体工程进度款等，其中存在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垫付资金问题。 

2021年第二批专项债券资金15000.0万元于2021年12月22日到账，

并于 2021 年 12 月份-2022 年 3 月份完成投放，共计支付 13 笔。分别支

付主体工程进度款、施工图设计费等。 

2、债券资金是否按规定期限拨付到位；债券资金支出进度是否与

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债券资金支付台账、凭证及银行对账单显示，

2021 年第一批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到账，并

于 2021 年 6-12 月份完成投放；2021 年第二批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 万

元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到账，并于 2021 年 12 月份-2022 年 3 月份完成

投放。全部 55000.0 万元债券资金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前全部支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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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债券资金到位时间原因，2021 年第二批专项债券资金于 2022 年第

一季度支出完毕。 

评价认为：项目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基本规范，但存在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用于归垫非国库存款问题，该项指标扣 1 分，得 9 分。 

4.2.4债券本息偿还合规性（10分） 

1、偿债资金是否为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 

项目 2020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2021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55000.0 万元（2021 年 5 月发行 40000.0 万元，2021 年 12 月发行 15000.0

万元），半年付息一次。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预计 2023 年底竣工验收

投入使用，目前未取得经营收入。现阶段项目偿债资金主要为青岛市财

力资金、项目单位自筹资金，符合偿债资金来源相关规定。 

2、专项债券是否按计划进行本息偿还。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数据，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已按计划偿还专项

债券利息为 3529.9 万元。项目专项债券已按计划偿还利息，由项目单位

自筹资金进行偿还。 

评价认为：债券本息偿还较合规，该项指标得 10 分。 

4.3  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管理指标由数量指标完成度、质量指标完成度、时效指标完成

度、成本指标完成度 4 个二级指标构成，合计分值为 20 分，实际得分

20 分。各指标得分情况见如下表所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31 

表 4-4  产出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实际得分 

产出方面

（20 分） 

数量指标完

成度（5 分） 

①项目是否按前期规划形成项目资产，是否完成预

定产出指标。 5 

②项目是否按规划足额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和服务。 

质量指标完

成度（5 分） 

①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5 

②项目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时效指标完

成度（5 分） 

①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前期批复及规划要求。 
5 

②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施工合同约定。 

成本指标完

成度（5 分） 

①项目建设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批复限额内。 

5 ②项目运营期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估算范围内。 

③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际成本情况。 

合计得分   20 

4.3.1数量指标完成度（5分） 

1、项目是否按前期规划形成项目资产，是否完成预定产出指标。 

根据前期规划，二期项目建成后增加床位 1104 张，建筑面积 283765

平方米，配套停车位 2320 个。项目计划总工期为 44 个月，计划 2023

年年底竣工投入使用。2021 年度目标为：基坑土石方工程完成 90%，基

坑支护工程完成 90%，医疗综合楼西侧裙房局部完成至地下一层，医疗

综合楼主楼完成地上十二层。 

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实施进度如下：医疗综合楼主楼主体工程全

部完成，砌体工程完成约 50%；裙房主体工程完成至六层，立体车库筏

板基础施工完成。 

2、项目是否按规划足额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和服务。 

根据前期规划，二期项目建成后增加床位 1104 张，建筑面积 283765

平方米，配套停车位 2320 个。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已完成医疗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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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主体工程、立体车库筏板基础，裙房主体工程完成至六层，预计 2023

年底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评价认为：本项目数量指标完成情况较好，该项指标得 5 分。 

4.3.2质量指标完成度（5分） 

1、项目竣工验收是否合格。 

本项目为在建工程，尚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经项目监理等相关单

位出具的阶段性证明文件，已完成的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2、项目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根据项目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项目工程质量应达到合

格标准，并争创鲁班奖。本项目为在建工程，尚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经项目监理等相关单位出具的阶段性证明文件，已完成的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标准；待项目竣工后，根据整体情况评判能否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

班奖。 

评价认为：本项目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基本符合相关要求，该项指标

得 5 分。 

4.3.3时效指标完成度（5分） 

1、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前期批复及规划要求。 

根据《初设批复》，项目建设工期为开工后 44 个月完成。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计划总工期为 44 个月，2020 年 4 月开始

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2023 年年底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截至绩效评价日，项目实施进度如下：医疗综合楼主楼主体工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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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成，砌体工程完成约 50%；裙房主体工程完成至六层，立体车库筏

板基础施工完成。 

2、项目建设进度是否满足施工合同约定。 

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总工期 842 日历天，计划竣工时

间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价报告，项目尚在建

设中，已完成医疗综合楼主楼主体工程、立体车库筏板基础，裙房主体

工程完成至六层。 

评价认为：项目建设进度满足前期批复及规划要求、施工合同的约

定，该项指标得 5 分。 

4.3.4成本指标完成度（5分） 

1、项目建设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批复限额内。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价报告，项目各项工程及费用合同均控制

在已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内，实际付款均控制在合同额以内，未出现投

资超出概算批复的情况，项目建设成本控制在前期批复限额内。 

2、项目运营期成本是否控制在前期估算范围内。 

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开展运营。 

3、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际成本情况。 

本项目债券资金无闲置情况。 

评价认为：项目成本指标完成度较好，该项指标得 5 分。 

4.4  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管理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34 

对象满意度 5 个二级指标构成，合计分值为 10 分，实际得分 10 分。各

指标得分情况见如下表所示。 

表 4-5 效益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实际得分 

效益方面

（10 分） 

经济效益（2 分） 
①项目自身收益是否满足前期预期。 

2 
②项目投入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2 分） 

①项目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情况。 

2 ②项目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③项目促进社会民生改善情况。 

生态效益（2 分） ①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改善影响。 2 

可持续影响（2 分） ①项目效益可持续性。 2 

服务对象满意度（2 分） ①项目直接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2 

合计得分   10 

4.4.1经济效益（2 分） 

1、项目自身收益是否满足前期预期。 

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开展运营。 

2、项目投入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开展运营，未产生直接收益。 

间接经济效益方面，本项目的建设可以为该区域的居民创造就业机

会，提高区域居民的收入；另外，项目会对物业、餐饮、住宿、娱乐设

施、交通运输等产生一定的需求，在短期内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

间接创造部分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评价认为：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良好带动效益，该项指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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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社会效益（2 分） 

1、项目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2、项目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本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提升整个青岛市医疗服务水平，有利于增强

区域影响力与吸引力，促进产业发展及人才集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 

3、项目促进社会民生改善情况。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居民就医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有利于改

善民生。 

评价认为：项目建设社会效益较好，该项指标得 2 分。 

4.4.3生态效益（2 分） 

1、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改善影响。 

项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率，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评价认为：项目建设生态效益较好，该项指标得 2 分。 

4.4.4可持续影响（2分） 

1、项目效益可持续性。 

项目新增 1104 张床位，将大幅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当地居民就医条件，同时项目配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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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2320 个停车位可改善周边停车位紧张及交通拥堵问题，对区域长远发

展具有较好的意义，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项目效益具有较好的可持续

性。 

评价认为：项目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该项指标得 2 分。 

4.4.5服务对象满意度（2分） 

1、项目直接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目前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开展运营。 

评价认为：项目直接服务对象满意程度需待项目建成运营后进一步

核实，本次评价该项指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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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经验及做法 

5.1 项目建设方面 

项目建设内容与青岛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增加了医院

的总体床位数量、停车位数量，提升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的医

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完善了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5.2 管理方面 

项目单位能够遵守相关规定使用债券资金，通过市财政局、市卫健

委审核后直接由青岛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支付款项，审核程序较为严格，

债券资金支出使用程序规范，每笔资金支出情况较为清晰，具有较好的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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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建议 

6.1 存在的问题 

1、项目资本金未按照要求同比例到位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数据，截至 2021 年年底，项目资本金投入 1922.1

万元，共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85000.0 万元，资本金占比为 2.21%，债券

资金占比为 97.79%。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自有资金投入比例低于最低 20%

的要求。 

2、债券资金使用存在不规范问题 

2021 年第一批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到账，

并于 2021 年 6-12 月份完成投放，共计支付 33 笔。分别支付土石方进度

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主体工程预付款、主体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

主体工程进度款等，其中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回补垫付资金 342.38 万元。

针对存在的问题，项目单位已于 2022 年 3 月通过资本金补足归垫费用，

并调整账务。此问题已完成整改。 

3、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滞后于项目建设进度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自评报告，项目实施进度如下：医疗综合楼主

楼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砌体工程完成约 50%；裙房主体工程完成至六层，

立体车库筏板基础施工完成。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付款资料明细表，截

至目前，土石方工程付款比例 58.7%，主体工程付款比例 22.5%，项目

资金年度分配滞后于项目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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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有关建议 

1、切实落实项目资本金到位比例 

项目造价高、资金需求量大，为保证本项目建设，项目单位应加大

与有关部门协调力度，尽快落实财政补助资金、自筹资金到位情况，切

实落实项目资本金到位比例，以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加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事中绩效管理与运行监控，对专项债券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绩

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跟踪检查，做

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确保项目资金专账核算、专

款专用，保障债券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 

3、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合理安排项目进度工期，确保债券资金支出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

匹配，严格按预算、按进度、按程序拨付和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充分发挥专项债券资金在保障项目建设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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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评审会议专家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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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会议专家组名单 

 

2021年重点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 

评审会专家组名单 

 

孟庆波 青岛市工程咨询院社会部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梁  涛 招商银行青岛分行机构部副总经理  

安  虹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青岛分所 注册会计师 

刘  伟 青岛衡睿德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注册会计师 

赵晓龙 青岛市工程咨询院 高级工程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二期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43 

3、专家个人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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