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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部门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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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

预〔2011〕285号）、青岛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加强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绩效评价管理的意见》（青财绩〔2019〕

3 号）等文件的要求，青岛市交通规划设计院接受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委托，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对青岛市交通运输局、青岛国际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民航业发展资金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结果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提升青岛国际城市建设、国际品牌形象，推动青岛市航空产

业快速发展，2016 年 6 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制定了《青岛市人民政

府关于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发〔2016〕19 号），明

确提出：“加大资金扶持。设立青岛市航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

直接补助、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支持民航客货运、通用航空、

航空研发与制造、临空经济等航空产业重点领域发展。”  

2．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支持航空产业意见》《支持航空运输资金办法》《支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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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资金办法》等文件相关规定，设立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补

助方式以财政补助为主，做强航空运输主业，提高通关能力和空管

保障水平，打造空中走廊，吸引基地航空公司运力，积极开通洲际

航线、全货机航线，增加客货运吞吐量。《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航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发〔2016〕19号）、《青岛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交

港航〔2016〕12 号）等政策文件明确了资金补助政策标准和补助资

金管理方法，规定适用范围为在青岛机场发展客货运业务的航空公

司（包机公司）、航空货运代理企业，以及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单位。 

3．项目实施内容 

青岛机场顺利开通青岛至迪拜、巴黎、济州等国际航线，并保

障青岛至法兰克福、旧金山、墨尔本、温哥华、悉尼、伦敦、莫斯

科、洛杉矶等洲际航线健康运营。青岛机场持续拓展腹地市场，货

邮吞吐量年度同比增长 14.2%。青岛机场年度航班起降架次量达到

18.6万架次，航班放行正常率 84.71%。空管补贴预算包含民航青岛

空管站补贴和通航信息服务站补贴两部分，因通航空管信息服务站

未达到补贴条件，其预算未能兑现。未完成青岛至法兰克福、旧金

山、墨尔本、温哥华、悉尼、伦敦、莫斯科、洛杉矶等洲际航线的

年度审计工作。 

4．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18 年 10 月 18 日，根据《关于编制 2019 年市级部门预算和

2019-2021年三年支出规划的通知》（青财预〔2018〕26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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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原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港航管理局）向市财

政局商请拨付 2019 年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 125613.5 万元，市财政

局批复专项资金预算 100000 万元，实际拨付 99369.29 万元。具体

项目资金下达数情况见下表： 

表 1 项目资金下达数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

（万元） 

预算下达数

（万元） 
备注 

1 
洲际和亚洲直航

航线补贴 
98000 98000  

2 货邮补贴 1450 1199.76 

受 2018 年上合峰会安全保障

需要影响，机场年货邮吞吐量

呈现负增长，无新增货邮量，

不能落实新增货邮预算。 

3 空管单位补贴 300 135.84 
因通航空管信息服务站未达

到补贴条件，其预算未能兑现 

4 审计经费 250 33.69 

含 2018 年市有关部门安排人

员赴法兰克福协调沟通审计

工作的差旅费 3.99万元。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将财政资金 99369.29万元全额支付

给航空公司、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民航空管青岛站、青岛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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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用于洲际和亚洲直航航线补贴、审计经费、空

管单位补贴、货邮补贴。具体资金安排情况见下表： 

表 2 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序

号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下拨资金（元） 

财政下达资金

（元） 

备注 

1 127,918,719.2 127,918,719.2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已

划转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用于支

付 2018年审计尾款； 

2 92,611,955 63,478,591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经

审计，汉莎公司（青岛-法兰克福航线）

应被一次性支付从 2017 年 3月 26日

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共计 50，996,955

元航线补贴； 

3 39,841,150 39,841,15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已

划转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用于支

付 2018年审计尾款； 

4 82,345,000 82,345,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5 59,960,000 59,960,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6 40,645,000 40,645,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7 116,807,000 116,807,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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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39,060,000 139,060,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9 146,285,000 146,285,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10 111,610,000 111,610,0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 

11 53,447,800 53,447,800 

已划转给航空公司用于航线补贴；已

划转给民航空管青岛站用于空管单位

补贴 

12 11,997,612.86 11,997,612.86 
已划转给青岛机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用于货邮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根据《支持航空产业意见》规定，到 2020年，实现航空产业成

为青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力军，成为青岛国际城

市建设、国际品牌形象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累计开通洲

际航线 6 条，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26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 30

万吨。 

2．阶段性目标 

2019 年，力争开通青岛至迪拜、巴黎洲际直航航线，新开青岛

至济州、芽庄等国际航线。保障青岛至法兰克福、旧金山、墨尔本、

温哥华、悉尼、伦敦、莫斯科、洛杉矶等洲际航线健康运营。拓展

腹地市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 4%。逐步提高青岛机场航班起降架

次量至 18.37万，提高航班放行正常率至 73%。完成青岛至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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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墨尔本、温哥华、悉尼、伦敦、莫斯科、洛杉矶等洲际航

线的年度审计事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为加强和规范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部门评价管理，提

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根据《青岛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

预算管理改革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青发〔2019〕 6

号）、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级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操作规程》

的通知（青财绩〔2020〕8 号），开展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

部门绩效评价。 

2．绩效评价的对象 

资金名称：民航业发展资金，年度预算安排数：100000 万元，

资金使用部门（单位）：青岛市交通运输局、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 

3．绩效评价范围 

民航业发展资金的决策或投入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

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

益情况和其他相关内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1．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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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评价工作应当遵循明确主体、科学公正、公开透明等基本

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

观、公正的反映。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

互衔接，部门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应依

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 100 分计，设决策、过程、产出、

效果共 4 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20%、20%、25%、35%。在此基

础上将其分解为 12 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对项目立项、绩效

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落实、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

出时效、产出成本、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方面进行评价。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

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

分加总得到。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优（得

分≥90分）；良（80分≤得分＜90分）；中（70≤得分＜80分）；差

（得分＜70分）。 

3．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估主要通过审阅资料、政策分析、调研座谈、实地

评价、比较分析、因素分析和公众评判等方法进行评价。 

（1）审阅资料 

审阅预算申请、批复、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全面掌握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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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管理情况；审阅自评报告和绩效目标评价表等相关资料，

分析部门工作和项目完成情况，制定适宜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 

（2）政策分析 

基于现有政策制度文件、行业规划文献资料、网络公开信息等

开展评价对象相关政策分析研究，结合实地调研衡量政策贯彻落实、

部门职能履行和财政资源配置效果。 

（3）调研座谈 

通过对选定单位或部门的调研座谈，多角度多方位掌握部门履

职情况、项目实施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价相关方在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等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等，结合部门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4）比较分析 

依据下达的预算，对比实际执行情况，掌握实际实施与预算申

报资金的差异情况；对照绩效评估设计评价指标，对比分析任务实

施完成、绩效目标完成等情况。 

（5）因素分析 

通过综合分析对项目立项、管理制度、资金管理等影响绩效目

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综合评价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和实

现程度。 

（6）公众评判 

通过访谈和审阅调查问卷等方式，掌握评价相关方对部门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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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项目实施效果等情况的满意度，分析项目预期效益实现

程度。 

4．绩效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包括计划标准、历史标准、行业标准、政府考核

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

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

据制定的评价标准。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

的评价标准。政府考核就是政府自身或委托社会其他组织通过多种

方式对项目单位的工作效果进行评估、分析。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青岛市财政局《市级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操作规程》，本

次评价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提交绩效评价报告、建立绩

效评价档案四个阶段。 

1．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包括成立评价工作组、开展前期调研、明确项目绩效

目标、明确绩效评价方法、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价

资料清单。 

2．组织实施 

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

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与被评价部门（单位）交换意见；综

合分析并形成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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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全面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的决策、

过程、产出和效果等作出具体评价；针对项目绩效评价结论与存在

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形成相关建议。 

4．建立绩效评价档案 

需要存档的文件包括但不仅限于：委托评价协议（合同）、评价

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文件、基础数据报表、数据核查相关证明材料、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结果、绩效评价报告及附件等。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4.2

分，评价等级为“良”。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 3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分） 评价得分（分） 得分率 

决策 20.00 17.00 85.00% 

过程 20.00 17.49 87.50% 

产出 25.00 21.33 85.30% 

效益 35.00 28.34 81.00% 

合计 100.00 84.16 84.20% 

本次评价认为：青岛市交通运输局和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按计划完成了大部分 2019年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

其中，较好的完成了对新开客运航线、非高峰时段增加航班、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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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邮及腹地货邮、新开通洲际客运航线全货机航线等相关项目的补

助，整体实现了做强航空运输主业，积极开通洲际航线、全货机航

线，增加客货运吞吐量等要求；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的主要原

因：一是部分指标设置不合理，二是部分航空货邮补贴预算资金和

空管补贴预算未能兑现，三是未完成 2019年度洲际航线运营审计招

标工作，运营审计费用未执行完毕。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情况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情况。该项

满分为 20分，得分 17分，得分率 85.0%。 

1．项目立项 

项目立项指标满分 6 分，针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和项目立项

程序规范性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5分，得分率为 83.3%。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

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项目与主管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已经过必要的可行

性研究、集体决策等。在青岛市政府下达的《关于落实支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财政政策的实施意见》《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航

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发〔2016〕19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要加大民航业资金扶持，设立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2016 年，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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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原青岛市交通运输委）联合青岛市人民政府口岸办

公室、青岛市财政局出台《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

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交港航〔2016〕12 号），进

一步明确青岛市交通运输局的职责范围。根据《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批复 2019 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评价该项目与相关部门同

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但由于提供的立项所提交的文

件、材料不完备，扣 1分。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指标满分 6 分，针对绩效指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

性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5分，得分率为 83.3%。 

根据《青岛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批复表（2019 年度）》《青

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

办法》（青交港航〔2016〕12号）、《关于我市 2018-2019年洲际及远

程直航航线开发计划的汇报》，项目设立绩效目标，且与实际工作内

容具有相关性，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但由于

在评价过程中，发现青岛机场旅客投诉数量指标、城市影响力排名

和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指标设置不合理，且年正常放行率指标值

设置过低，2018 年度实际完成率为 83.07%，2019 年设置指标值为

73.0%，因此其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项不得分，

评价绩效指标合理性得分为 2分，得分率为 66.7%。 

青岛交通运输局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32项具体的产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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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绩效指标，其中 26项为定量指标，指标值清晰、可衡量，与项

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评价绩效指标明确性得分为 3 分，

得分率为 100.0%。 

3．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指标满分 8 分，针对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

性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7分，得分率为 87.5%。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且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

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经审阅，2018年 11月机场上

报的《2019 年支持民航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表》依照《青岛市交通

运输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

交港航〔2016〕12 号）适用范围和补助标准编制，但市交通运输局

提报的《2019 航空专项资金预算表》调整了金额，且提供相应资料

不能证明资金需求调整情况，扣 1 分。根据《青岛市财政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批复表（2019 年度）》，判断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预算编制科学性得分为 3分，得分率为 75.0%。 

项目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预算安排内容与专项资金的设立目

的及年度工作重点的匹配程度高。依据市财政局批复的《青岛市财

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批复表（2019 年度）》和《2019 年民航业发展

资金预算情况--分项目》，评定资金分配合理性得分为 4分，得分率

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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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情况包括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情况。该项满分 20分，

得分 17.5分，得分率 87.5%。 

1．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指标满分 8 分。对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

用合规性 3个指标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7.99 分，得分率

99.9%。 

资金到位率指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 2019年度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根据《青岛

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批复表（2019 年度）》，财政批复预算资金

为 100000 万元；根据《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民航业发展

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共计 11 批）、《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腹地货邮补助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市财政局实际下达

资金 99369.29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99.37%。资金到位率得分为 1.99

分，得分率为 99.5%。 

预算执行率指标考察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

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根据《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年

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腹地货邮补助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财政拨款业务凭证，

市财政局实际下达资金 99369.29万元；根据青岛国际机场集团与航

空公司汇兑往账业务凭证、青岛机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与各货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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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电子回单、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收款通知单等凭证资料计算，

实际支出金额为 102282.62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超实际到位资金

2913.34 万元，是由于在扣除未支付汉莎航空的 2017 年 3 月 26 日

-2018年 3月 24日航线补贴 653.70 元后，上一运营年度审计后结余

资金为 2259.64万元，存放于机场集团财政专款账户，加上 2019年

向市财政局申请金额 2186.36万元，青岛国际机场集团共支付青岛-

法兰克福洲际航线 5099.70 万元。剔除该项因素后，预算执行率为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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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

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

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交港航〔2016〕12 号）的规定；

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包括《青岛市国际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商请 2019 年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函》《青岛市交通

运输委员会关于商请拨付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民航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函》《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民航业发展专

项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资金使用符合市财政局《青岛市财政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批复表（2019年度）》所批复的用途，用于航线运营补

贴、货邮货运补贴、空管单位补贴和审计工作经费；不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为 4 分，得分

率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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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指标满分 12分。对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2 个指标进行评价。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9.5分，得分率 79.17%。 

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

利实施的保障情况。该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包括《青岛市交通运输

委员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交港

航〔2016〕12号）、《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建〔2018〕

16号），对专项资金适用范围、补助标准、预算管理程序、补助资金

的申请与拨付、监督管理等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业务管理制度

包括《关于建立青岛市洲际直航航线开发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等，明确了各方责任，

保障了民航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的过程控制和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健

全性得分为 6分，得分率为 100.0%。 

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经审阅，市交通运输

局和青岛国际机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管理规定；审计工作经费预算和空管单位补贴未执行完毕，且本

次评价中未收到项目调整相关资料，扣 1.5 分；月度航线航班飞行

明细表、洲际航线审计项目合同、满意度调查服务外包与承揽协议

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档案管理、资金申请、凭证保管等环节人

员、场地条件落实到位；项目单位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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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准确性，扣 1 分。制度执行有效性得分为 3.5 分，得分率为

58.3%。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

情况。该项满分为 25分，得分 21.33分，得分率 85.3%。 

1．产出数量 

产出数量指标满分 10分，对项目产出数量实际完成率和数量变

动率进行评价。产出数量设有 6个年度绩效指标，每个指标分值 1.6

分，包含项目产出数量实际完成率和数量变动率各 0.8分，经审阅，

完成 5 个年度绩效指标，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10.0 分，得分率为

100.0%。 

审阅《2018 年国际城市运营情况说明》《2019 年国际地区城市

运营情况》《2019年货机航线情况》《2019年运输生产报表》等文件

得出，2019 年，完成青岛至巴黎、迪拜两条新开洲际航线指标；完

成新开济州、芽庄两条国际航线指标，完成货运航线数量指标计划 7

条；完成年新增起降架次指标计划 1700架次；完成年运送航空旅客

量指标计划 2500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指标计划超过 23.3万吨。 

2．产出质量 

产出质量指标满分 5 分，对项目质量达标率进行评价。产出质

量设有 5 个年度绩效指标，每个指标分值 1 分。经审阅，完成 3 个

年度绩效指标，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3分，得分率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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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2019年吞吐量及客座率》《2019年航班放行正常率》、资

金拨付明细和补贴付款回单等文件，2019 年，完成航线客座率指标

计划超过 78%；完成补贴项目的应补尽补率指标计划 100%；完成年

放行正常率指标计划 73%。青岛机场旅客投诉数量指标不得分，是由

于该指标本意是指青岛机场未处置旅客投诉的数量，指标名称无法

反映应表达意思，指标设置不合理；洲际航线年度审计覆盖率指标

不得分，是由于未完成 2019年度洲际航线运营审计招标工作。 

3．产出时效 

产出时效指标满分 5 分，对项目完成及时率进行评价。产出时

效设有 3 个年度绩效指标，每个指标分值 1.67 分。经审阅，完成 2

个年度绩效指标，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3.33分，得分率为 66.7%。 

根据当地新闻、机场提供的资金拨付明细和补贴付款回单，2019

年，完成航班按期开通率指标计划 95%；完成补贴发放及时性指标计

划及时；审计完成及时性指标不得分，是由于未完成 2019年度洲际

航线运营审计招标工作。 

4．产出成本 

产出成本指标满分 5 分，对项目成本节约率进行评价，考核完

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此项综合

评价得分为 5分，得分率为 100.0%。 

2019 年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金额 100000 万元，实际拨付

99369.29 万元，机场实际支出 102282.62 万元，超实际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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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3.33 万元，是由于在扣除未支付汉莎航空的 2017 年 3 月 26 日

-2018年 3月 24日航线补贴 653.70 元后，上一运营年度审计后结余

资金为 2259.64万元，存放于机场集团财政专款账户，加上 2019年

向市财政局申请金额 2186.36万元，青岛国际机场集团共支付青岛-

法兰克福洲际航线 5099.70 万元。扣除该因素，得出成本节约率为

0.63%，属于 0%-15%区间，不扣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情况包括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满意度。该项满分

35分，得分 28.34 分，得分率 81.0%。 

1．项目效益 

项目效益指标满分 25分，本次评价主要考核该项目执行后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18.34分，得分率为 73.4%。 

经济效益指标衡量民航补贴专项资金实施所取得的生产成果，

包括 2项定量指标，各 7.5分。根据《机场营业总收入证明》，2019

年营业总收入为 171555.25万元；根据《物流公司收入说明》，青岛

机场货运业务收入同口径增长 5.32%。经济效益中 2项指标全部完成，

得分为 15分，得分率为 100.0%。 

社会效益指标衡量民航补贴专项资金实施对社会能起到的积极

作用，包括 6项定量指标，各 1.67分。完成进口生鲜产品供给数量

大于等于 1000吨指标；完成洲际航线存续运营率指标为 100%。新增

就业岗位数量指标设置不合理，该指标以行业惯例“每百万航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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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吞吐量可提供 5300个就业岗位”计算，缺乏相关理论支撑；旅客

吞吐量排名未达到年度指标值；城市影响力排名、华东地区放行正

常率排名指标未提供相关资料。社会效益中六项指标完成两项，扣

除 6.66分，得分为 3.34，得分率为 33.4%。 

2．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 2 分，对项目政策可持续性、项目发展机

制可持续性进行考核。此项综合评价得分 2分，得分率为 100%。 

政策可持续性指标考察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

情况。根据《青岛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攻势作战方案（2019—2022

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青政发

〔2016〕19号），该项目运行并发挥成效，对做强航空运输主业、提

升青岛机场运输生产水平、建设面向世界的东北亚国际枢纽机场具

有可持续影响。政策可持续性得分为 1分，得分率为 100.0%。 

项目发展机制可持续性指标考察项目运转是否形成了可持续发

展的机制。审阅《关于上报航班时刻执行率情况的通知》《关于青岛

机场 2019年 4-12月航班时刻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建立青岛市洲

际直航航线开发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等文件，该项目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的组织领导、规划决策和督导考核等机制。项目发展机

制可持续性得分为 1分，得分率为 100.0%。 

3．满意度 

满意度满分值 8 分，用服务对象满意度来衡量，考察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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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此项综合评价得分为 8 分，得分率为

100.0%。 

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旅客、货主、航空公司满意度调查及

统计资料，显示旅客满意度为 93.11%，货主满意度为 93.01%，航空

公司满意度为 100%，达到绩效目标年度指标值，服务对象对项目实

施效果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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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交通运输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根据《青岛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支持航空运输主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青交港航

〔2016〕12号），为加强管理和审核，在收到机场申请的民航业发展

专项资金后，立刻函请民航青岛空管站协助提供航线航班飞行明细

表，确保申请资金按照标准和实际编制，不存在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个别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 

在编制绩效指标时，未考虑部分指标的编制依据缺乏相关理论

支撑，且部分指标结果数据无法获取，不能评估部分社会效益绩效

目标完成程度。 

2．未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青岛机场集团上报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航空专项资金预算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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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31.7万元，市交通运输局上报市财政局预算约为 125613.5万元，

未提供项目资金需求调整相关文件。缺乏航空货邮补贴、空管补贴

和审计工作未按计划推进、资金未能执行完毕的纠偏措施。 

六、有关建议 

（一）优化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 

建议在设置绩效目标和具体指标时，要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在

参考计划标准、历史标准、横向标准、行业标准、政府考核等情况

下，与预算规模相匹配，且设置的绩效指标要求科学可评，数据可

获取。 

（二）完善项目资金需求及支出调整程序 

建议项目资金需求调整需遵循《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青财建〔2018〕16 号）规定的调整范围和标准，不得随意调整，

执行中确需调整的，应按照规定程序报批；资金需求调整后，应及

时更新预算明细表和申请表等相关资料。项目支出、项目支付单位

发生变更或增列、减列拨付资金等情况，应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申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单位、调整原因、调整数额，

经市交通运输局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报市财政局审批，并妥善保管归

档调整资料。 

（三）进一步强化预算编制调研，提高预算编制合理性 

2019 年，由于航线运营补贴项发放完毕，第十一批民航业发展

专项资金中的厦门航空部分航线补贴调整至下一年度另行拨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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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编制预算时，会同机场、航空公司、空管单位等相关单位，强

化沟通交流，充分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和需求，使预算编制更加合理、

准确、可行。提升航空公司开发国际地区航线数量积极性，完善青

岛市对外辐射能力，强资源集散效应，切实提高空港枢纽竞争能力，

实现青岛市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 

（四）按时完成洲际航线审计工作 

2019 年未完成洲际航线运营审计招投标，导致绩效评价产出和

效益分数较低，建议今后要切实根据洲际及远程航线开发需要，每

年按时完成航线审计工作，为申请、拨付和评价民航业发展专项资

金提供有力支撑。 

七、其他报告事项说明 

关于《民航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中满意

度评价情况，相关满意度数据由项目单位提供。由于项目单位将满

意度调查外包给青岛空港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因此评价所用资料由

项目单位对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若因提供

虚假资料所产生一切后果，由项目单位承担相关责任。 

八、评价单位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