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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度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支出财政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指脱贫攻坚期，由市级财

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精准脱贫、精准扶贫，巩固提高精准

脱贫成效的资金，以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其自

我发展能力，帮助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的为目

的专项资金。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山东省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 2016－2017

年两年基本完成脱贫任务,第三年全部兜底完成,后两年巩固提

升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长效的脱贫机制。 

青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全市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决策部署，科学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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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结合青岛市实际，先后制定了《青岛市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2011—2020 年）》、《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扎实

开展农村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

府关于率先完成农村精准脱贫任务的意见》、《青岛市“十三五”

脱贫攻坚规划》、《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意见》等相关文件，明确了“十三五”期间

全市脱贫攻坚的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基本方略。 

2016-2020 年度青岛市市级财政共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106245.00 万元，2020年度省级财政下达扶贫专项资金 3304.00

万元，共计 109504.00 万元。用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率先完成

精准脱贫任务，确保全市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 28535 户、

63887人全部脱贫。建立健全与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与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定位相符合的减贫脱贫长效机制。贫困

户实现“两好、四保障”，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

有稳定收入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市定扶贫标准，在全

面建成较高水平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确保 10 个经济薄弱

镇、200个省定贫困村和 310个市定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摘帽。

经济薄弱镇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和镇容

镇貌大幅改善。确保在全市率先全面建成较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贫困（经济薄弱）村、贫困人口一个不掉队。 

2.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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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

法》（青财农〔2016〕11 号）、《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及绩效管理办法》（青财农〔2018〕4 号）及相关指标文件， 

2016-2020 年度青岛市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一是省

定贫困村、支持贫困户产业发展、市级经济薄弱村、市级经济薄

弱镇的补助。二是支持产业扶贫项目和用于“两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排查发现问题补短板、探索精准防贫险、新致贫或存在

返贫风险等即时帮扶支出。三是继续支持扶贫产业发展、“雨露

计划”、扶贫特惠保险等项目基础上，增加用于省定贫困村、市

定经济薄弱村农村养老周转房、农村生产路和村内道路、农村饮

水及农田水利等小型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支出，增加用于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补短板、探索建立精准防贫保险、

研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等方面支出。截止到 2020 年底各项目均

已完成，各区（市）项目主要工作内容见表 1-1。 

表 1-1 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表 

区（市） 
2016-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省级

补助 实施情况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崂山 2个省定贫困村 —— —— —— 已完成 

城阳 2个省定贫困村 —— —— —— 已完成 

西海岸 

30个省定贫困

村、1040户支持

贫困户产业发

展 

支持产业扶贫

项目及用于“两

不愁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排查

发现问题补短

继续支持扶贫产

业发展、“ 雨露

计划 ” 、扶贫特

惠保险等项目基

础上， 增加用于

扶贫特惠保险

和雨露计划巩

固提升。 

已完成 

胶州 20个省定贫困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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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 
2016-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省级

补助 实施情况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计划支出内容 

村、1310户支持

贫困户产业发

展 

板、探索精准防

贫险、新致贫或

存在返贫风险

等即时帮扶支

出，进一步巩固

提升我市脱贫

攻坚成效。 

省定贫困村、市定

经济薄弱村农村

养老周转房、农村

生产路和村内道

路、农村饮水及农

田水利等小型公

益性生产生活设

施建设支出， 增

加用于 “ 两不愁

三保障 ” 和饮水

安全补短板、探索

建立精准防贫保

险、 研究解决农

村相对贫困等方

面支出。 

即墨 

30个省定贫困

村、482户支持

贫困户产业发

展 

已完成 

平度 

81个省定贫困

村、3470户支持

贫困户产业发

展、128个市级

经济薄弱村、6

个市级经济薄

弱镇 

已完成 

莱西 

35个省定贫困

村、784户支持

贫困户产业发

展、58个市级经

济薄弱村、4 个

市级经济薄弱

镇 

已完成 

3.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根据青财农指〔2016〕20号、青财农指〔2016〕30号、 青

财农指〔2018〕100 号、青财农〔2019〕55号、青财农整指〔2020〕

8 号、青财农整指〔2020〕2 号、青财农整指〔2020〕5 号等指

标文件。2016-2020 年度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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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45.00 万元，2020年度省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为 3304.00万

元，共计 109504.00 万元。其中崂山区安排资金 240.00 万元、

城阳区安排资金 240.00 万元、西海岸新区安排资金 10458.00 万

元、胶州市安排资金 8319.00 万元、即墨区安排资金 10486.00

万元、平度市安排资金 55994.00万元、莱西市安排资金 23812.00

万元。截止到 2020 年底青岛市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执行率为

100%。各区（市）具体资金安排详见表 1-2。 
表 1-2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万元） 

区

（市

） 

2016-2018

年度市级 
2019年度市级 

2020年度

市级 
2020年度省级 

总计 
执行

率（%） 补助总额

（三年） 

第一批金

额 

第二批

金额 
总额资金 

第一批

资金 

第二批

资金 

崂山 2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00  100 

城阳 24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00  100 

西海

岸 
4380.00  2000.00  700.00  3100.00  57.00  221.00  10458.00  100 

胶州 3383.00  1800.00  600.00  2300.00  20.00  216.00  8319.00  100 

即墨 3961.00  3000.00  300.00  3000.00  15.00  210.00  10486.00  100 

平度 30045.00  9200.00  1800.00  13316.00  87.00  1546.00  55994.00  100 

莱西 12996.00  4000.00  600.00  5284.00  21.00  911.00  23812.00  100 

合计 55245.00  20000.00  4000.00  27000.00  200.00  3104.00  109549.00  100 

注：各区市下达资金按照资金下达指标文件汇总整理。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根据《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青岛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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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意见》（青发〔2018〕

47 号）等相关文件，评价组梳理了青岛市市级财政扶贫专项资

金的总体绩效目标，具体如下： 

到 2020 年，率先完成精准脱贫任务，确保全市建档立卡的

农村贫困人口 28535 户、63887 人全部脱贫。建立健全与青岛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定位相符合的

减贫脱贫长效机制。贫困户实现“两好、四保障”，物质条件和

精神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有稳定收入来源，人均可支配收入稳

定超过市定扶贫标准，在全面建成较高水平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

前列。确保 10 个经济薄弱镇、200 个省定贫困村和 310 个市定

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摘帽。经济薄弱镇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

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和镇容镇貌大幅改善。 

2.阶段性目标 

根据《青岛市“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意见》（青发

〔2018〕47 号）等其他文件，评价组梳理出青岛市市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阶段性绩效目标，具体如下：  

2016-2017 年年底，实现市定扶贫标准下建档立卡的农村贫

困人口 28535户、63887人全部脱贫。贫困人口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得到切实保障。200 个省定贫困村

和 310 个市定经济薄弱村，10 个薄弱镇全部摘帽。贫困（经济

薄弱）村主导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明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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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经济薄弱镇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实力显

著提升，基础设施和镇容镇貌大幅改善。 

2018—2020 年，巩固提升农村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全市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打造全域扶贫的“青岛样板”。 

二、评价实施情况 

（一）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根据现有财政扶贫专项资金规模和支出结构，分析各项目资

金分配的合理性，了解项目实施过程，分析项目执行过程存在的

差异，重点关注项目实施内容的完成情况和专项资金整体目标的

实现情况，进一步分析政策项目存在的必要性。 

结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支持方向分析产业扶贫项目的可持

续性，查找现阶段取得的成效和薄弱环节，优化调整方向，在此

基础上提出合理化建议。 

2.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16-2020 年度青岛市市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106245.00 万元，2020 年度省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3304.00万元，共计 109504.00万元。 

3.评价范围 

此次绩效评价的期限从 2016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进行全周期评价。绩效评价的范围包含 2016-2020 年度青岛市

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区域涵盖崂山区、城阳区、西海岸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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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市、即墨区、平度市、莱西市共计 7 个区（市）。 

评价组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对市级财政扶贫

专项资金涉及区（市）项目进行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现场评

价按照单位数量和资金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0%进行抽查。具体现

场评价项目详见表 2-1。 

表 2-1 现场评价项目情况表 

区（市） 现场评价时间 现场评价内容 

城阳区 2021.7.8 2个项目 

西海岸新区 2021.7.9 36 个项目 

胶州市 2021.7.12 18 个项目 

即墨区 2021.7.13 33 个项目 

平度市 2021.7.14 16 个项目 

莱西市 2021.7.15 13 个项目 

崂山区 2021.7.16 3个项目 

（二）评价依据、方法、标准、指标体系等 

1.评价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 号）、关于调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

评价指标评分表》的通知（财农〔2019〕89号）、<关于印发《市

级财政绩效评价操作指南》的通知>（青财绩〔2020〕6 号）等

绩效管理文件。 

（2）项目主管部门 2016-2020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

目标申报表、各区（市）项目实施单位 2016-2020 年度工作计划

及总结、扶贫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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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算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

财务会计资料等相关制度。 

（4）项目相关实施方案、实施内容材料、验收报告、文件

通知及其他体现成果的资料等。 

2. 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方法主要以比较法为主，标杆管理法、文献法、公

众评判法为辅，在对比分析时通过文献资料搜索、数据分析来支

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与客观性。 

3. 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标准按照青财绩〔2020〕6 号要求，包括计划

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

较。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由各区（市）

具体得分按照资金占比加权平均汇总形成。 

4.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20〕10 号、<关于调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评分表》的通知>（财农〔2019〕89 号）要求，参考青财

绩〔2020〕6号文件规定的项目支出指标体系，按照绩效评价的

基本原理、原则和特点，结合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等相关材料，由

评价组按照逻辑分析法进一步完善的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设计思路、指标权重与评分标准设计，形成本

次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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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评分标准、数据来源等。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1。 

（三）评价实施程序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3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日，具体安排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受财政局委托后，参加项目启动会与预算单位沟通，进行调

研，收集相关资料，了解专项资金的内容、操作流程、管理机制、

资金使用、产出等情况。 

2.方案制定阶段（2021 年 7 月 7 日前） 

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专项资金实际情况和绩

效管理要求制定评价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评价对象、评价内容、

评价目的、评价程序和时间安排等内容。将评价方案经各方确认

后定稿，作为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规范性文件。 

3.评价实施阶段（2021 年 7 月 19 日前） 

进行现场评价，复核数据资料，了解各地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对已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

分类、整理。 

4.报告完成阶段（2021 年 7 月 31 日前） 

撰写评价报告。依据评分标准对绩效指标进行评分，并通过

绩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在此基础上，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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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分析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1.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类指标加权得分为 19.96，得分率为 99.80%。项目

决策层面项目立项和资金投入方面得分满分，在绩效目标明确方

面个别项目有所扣分。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

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决策 

（20分） 

项目立项（6 分） 6 6 6 6 6 6 6 

绩效目标（6 分） 6 6 6 5.5 6 6 6 

资金投入（8 分） 8 8 8 8 8 8 8 

2.项目过程分析 

项目过程类指标加权得分为 19.53，得分率为 97.65%。在项

目过程类指标当中，组织实施方面在实施过程的规范性方面个别

项目不规范导致扣分。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3-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

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过程 

（20分） 

资金管理（8分） 8 8 8 8 8 8 8 

组织实施（12 分）  12 12 12 12 12 11.5 12 

3.项目产出分析 

项目产出类指标加权得分为 20.93，得分率为 83.72%。在产

出类指标当中，产业发展项目与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完成较好，得

分较高，但是在项目整体执行进度当中个别项目存在滞后导致扣

分。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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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

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产出 

(25分) 

产出数量（10分） 10 10 10 10 10 10 10 

产出质量（8分） 8 8 8 8 8 8 8 

产出时效（7分） 0 7 7 7 7 0 4.81 

4.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效益类指标加权得分为 34.89，得分率为 99.69%。效益

指标整体得分较高，扣分点主要在项目发展机制可持续性方面。

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3-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

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效益（35

分） 

项目效益（25分） 25 25 25 25 25 25 25 

可持续影响（2分） 2 2 2 2 2 2 1.5 

满意度（8分） 8 8 8 8 8 8 8 

（二）评价结论 

1.评价分数和等级 

采用评价方案中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

采集、问卷调查及实地调研访谈等形式，对 2016-2020年度青岛

市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最终评分结果

为 95.31 分，绩效评级为“优”，各部分得分情况详见表 3-5。 

表 3-5 指标得分情况汇总表 

一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总体评价 

决策（20分） 20 20 20 19.5 20 20 20 19.96 

过程（20分） 20 20 20 20 20 19.5 20 19.53 

产出（25分） 18 25 25 25 25 18 22.81 20.93 

效益（35分） 35 35 35 35 35 35 34.5 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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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崂山区 城阳区 西海岸新区 胶州市 即墨区 平度市 莱西市 总体评价 

合计 93 100 100 99.5 100 92.5 97.31 95.31 

2.工作成效 

（1）脱贫攻坚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扎实开展农村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

《关于率先完成农村精准脱贫任务的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意见》等

一些列纲领性文件，明确脱贫攻坚期内财政资金只增不减，各项

政策措施只增不减，人员力量只增不减。市对口支援和扶贫协作

工作领导小组围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识别退出、动态调整、资金

管理、产业项目、教育培训等方面，制定系列配套政策文件，有

力保障了脱贫攻坚持续深入推进。2018 年、2019年、2020年连

续获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好”的等次，其中 2018 年获得单

项奖，2020年 11 月，以满分优异成绩通过省级脱贫攻坚评估验

收。2018-2020年三年获得山东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优

秀”等次。 

（2）精准施策帮扶，脱贫成效稳固。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落实“六个精准”上下

足绣花功夫。实施“一镇一规、一村一策、一户一案”，产业带

动一批、教育脱贫一批、健康扶贫一批、就业上岗一批、金融助

力一批、兜底保障一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脱贫路子。2014 年

青岛市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535 户、63887 人（其中，

省标贫困人口 14207 户、29760人）、省级贫困村 200 个、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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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薄弱村 310个、经济薄弱镇 10 个，到 2016 年底实现贫困户

全部脱贫，2017 年底实现贫困村全部摘帽，2018 年底实现经济

薄弱镇全部出列。经过 2 年的持续巩固提升，贫困户“两不愁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部实现。全市脱贫不脱政策的 13408 户、

25080名贫困人口（其中，省标贫困人口 6947户、12389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年的 3901元提高到 2020年的 11386元，

年均增长 19.5%。510 个贫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5 万元

以上，是脱贫前的 10.5倍，其中三分之二的省定贫困村超过 10

万元。 

3.主要问题 

（1）决策类。 

a.绩效目标类： 

胶州市抽查项目中发现个别绩效目标细化的具体绩效指标

设置不当。例如：质量指标设置为督导覆盖面 100%等。 

（2）过程类。 

a.组织实施类： 

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平度市 2016 年度明村镇三合山旅游开

发项目建设过程中，前期由镇政府兜底发放收益问题被青岛扶贫

领域专项巡察提出并整改，2019 年起该项目由承租方青岛富圣

美地置业有限公司承租并缴纳资产收益，但因公司法人代表被司

法控制，未能签订租赁协议。 

（3）产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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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出时效类： 

通过查阅文件资料发现，产业扶贫项目中整体竣工时间符合

《山东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鲁财农〔2017〕

61 号）规定，但个别项目实施进度晚于计划进度。具体如下： 

崂山区抽查发现 2017 年下葛场社区精品园区项目实际完工

时间比计划时间晚。 

平度市抽查 16 个项目当中有 4 个项目未按照实施方案计划

时间完成。 

莱西市抽查 16 个项目当中有 1 个项目未按照实施方案计划

时间完成。 

（4）效益类。 

a.可持续影响类： 

莱西市 2016 年南墅镇小吴家核桃基地项目完工后，为村集

体自营，故 2017年暂无收益，2018 年后出租经营，已获得稳定

收益。 

（5）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已整改问题。 

城阳区在 2016 年部分资金投入“好柿成双，一樱俱全”项

目维修建设民宿，后因资金使用方向不符合要求，被城阳区审计

局审计发现问题，要求撤回相应投入扶贫资金（已整改），重新

投入 2019-2020年度棉花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园项目。 

胶州市里岔镇 2016 年光伏项目，未按照合同进度约定拨款，

经办人已调整岗位（镇街自查发现，2016年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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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北宅街道下葛场 2016 年精品果园建设项目未按规定

执行招标程序（审计发现，2018年已整改）。 

莱西市 2016 年南墅镇小吴家核桃基地实施不规范，该项目

属于自建，扶贫专项资金用于直接发放人工费（审计发现，2018

年已整改）。 

4.相关建议 

（1）监管产业发展扶贫项目运行状况，敦促扶贫项目运转、

运营，强化扶贫资金收益保障。 

通过此次评价，实地调研发现个别项目存在托管运营效果不

好，签订托管运营协议，不能只关注相关约定的扶贫项目资金收

益、合同期限等内容，从而忽视委托方是否真正运行该委托项目，

从而导致相关资产利用率不好，资源浪费。因此建议相关部门，

将扶贫项目本身运营状况纳入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监管面，防

止资产使用浪费，让扶贫项目真正运转、运营起来，为后续持续

产生扶贫资金收益提供保障。 

（2）提前规划，合理安排项目周期，加快项目库的完善工

作。 

此次评价，了解到个别扶贫项目实施效率较低，导致项目落

地较晚，交付时间滞后，影响整体效益发挥，因此评价组建议提

前规划下年度项目，加强项目储备和实行动态管理，做到项目成

熟一个、落实一个。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加快项目签订的审批

流程，从严督导扶贫项目的推进工作，提供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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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效率。要求相关部门增加前瞻性、计划性，以早谋划促快实

施，加快项目建设，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建议引入全过程跟踪审计，规范项目实施过程，强化

思想意识。 

在评价过程中，发现和了解到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建设管理方

面存在不规范现象，虽然问题已得到整改，但是还要加强实施过

程管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例如：资金投入方向、招投标

不规范、合同签订内容等问题。建议进一步落实好公开公示制度，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全过程跟踪审计，坚持项目责任制、分

片包干制、过程跟踪制、强化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的过程监控。 

四、评价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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