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权重 得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5分）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符合得满分，不
符合不得分。

2.5 2.5

立项程序规范性
（2.5分）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审批文件、材
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集体决策。符合得满分，不符
合不得分。

2.5 2.5

绩效指标合理性
（2.5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依据充分，是
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得满分，不符合不
得分。

2.5 2.5

绩效指标明确性
（2.5分）

依据绩效指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衡量等。符合得满分，不符合不
得分。

2.5 2.5

资金增幅保障
（2.5分）

评价每项财政资金增幅保障情况，增幅≥
5%,得满分，低于增幅的,按比例减分。增
幅≥5%,得满分：未安排的得0分，

2.5 2.5

资金分配合理性
（2.5分）

评价本项目是否按照中央和省级要求制定
本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并按
资金管理办法，合理、规范分配资金。资
金分配合理且规范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5 2.5

资金到位率
（3分）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资金到位
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
100%。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得满分。到
位率每少于2%，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算执行率
（3分）

考核市级扶持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对结转结余
资金1年以内的资金结转结余率＜8%，得1分；
≥20%，扣1分，8%-20%之间按比例得分。1-2
年资金结转结余率，＜2%，得1分；≥10%，扣
1分，2%-10%之间按比例得分。不存在2年以上
结转结余资金的得1分，存在扣1分。

3 2

工作机制运行有效性
（3分）

工作机制运行3分（专题培训1分、媒体报
道、调研指导各1分），完成得满分，少一
项扣1分。

3 3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
建设和执行
（2分）

考核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公告公示制度建
设和公告公示平台建设情况，以及按要求
公开扶持有关政策、资金使用及项目安排
等情况。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执行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2 2

扶持方案编制及资金管理
办法制定
（2分）

项目扶持方案制定及资金管理办法齐全得2
分，少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 2

监督检查制度建设执行
（2分）

主要评价落实主体责任，监督检查制度建
设及开展检查情况，包括检查效果和问题
整改等。是否建立动态监控信息系统建设
。责任明确，制度健全得满分，每有一项
存在问题扣1分，扣完为止。

2 1

村收益达10万元以上新增
数（2.5分）

通过三年努力，经营性收入达10万元以上
的村，新增数能否达全市行政村的55%以
上，全市行政村数2137个*55%=1175个，新
增数每少于1175的5%扣权重的5%，扣完为
止。

2.5 2.5

2018年项目扶持空壳村及
薄弱村数
（2.5分）

宁德市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2018
年消除空壳村数100个、消除薄弱村数100
个。完成任务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5 2.5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表

（2018年--2020 年度）

决策指标
（15分）

过程指标
（15分）

项目立项
（5分）

绩效指标
（5分）

资金投入（5分）

资金管理
（9分）

组织实施（6分）

数量指标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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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项目扶持薄弱村数
（2.5分）

宁德市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2019
年消除薄弱村数100个。完成任务得满分，
否则不得分。

2.5 2.5

2020年项目扶持薄弱村数
（2.5分）

宁德市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2020
年消除薄弱村数100个。完成任务得满分，
否则不得分。

2.5 2.5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规范
（2.5分）

项目实施《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
争十”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
〔2018〕16号）提出的8项“拓宽增收渠道
”具体使用范围，符合得2.5分，每有一项
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2.5 2.5

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准确率
（2.5分）

项目是否实行建档立卡制度，项目补助资
金是否实行信息公开、公示以保证扶持对
象资金准确率达100%。准确率100%得2.5
分，否则不得分。

2.5 2.5

资金拨付进度
（2.5分）

评价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拨付
下达的时间效率。≤30日为满分,＞60日为
0分,30-60日的按比例减分。超出30日未拨
付的资金，按资金量和加权时长减分，不
足1分的，最少减1分。

2.5 2.5

项目各年度任务按时完成
（2.5分）

1.2018年任务目标：消除空壳村数100个、消
除薄弱村数100个、需要收入增加到10万元以
上的村数239个。
2.2019年任务目标：消除薄弱村数100个，需
要收入增加到10万元以上的村数233个。
3.2020年任务目标：消除薄弱村数100个，需
要收入增加到10万元以上的村数232个。合计
2018年-2020年消除空壳村数100个、消除薄弱
村数300个、需要收入增加到10万元以上的村
数704个。目分标值100%，完成得2.5分，每有
一项未及时完成，扣1分，扣完为止。

2.5 2.5

空壳村扶持金额
（2.5分）

依据宁德市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每个村10万元，共计100个村，考核资金总量
是否达1000万元，完成得2.5分。完成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2.5 2.5

薄弱村扶持金额
（2.5分）

依据宁德市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每个村10万元，共计300个村（每年100个
村），考核资金总量是否达3000万元，完成得
2.5分，未完成不得分。

2.5 2.5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市级
补助资金（2.5分）

依据中共宁德市委组织部宁德市财政局宁德市
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19年扶持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宁财农改[2019]8
号）扶持113个村，每村3.5万元，考核资金总
量是否达395.5万元， 完成得2.5分，未完成
不得分。

2.5 2.5

奖励完成10万元以上目标任
务数县（市区）资金

（2.5分）

《宁德市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三年行动
扶持资金安排方案》（宁委组通〔2018〕71
号）奖励完成10万元以上目标任务数县（市
区）资金每个县市100万元共计900万元，按各
县市完成数追加奖励1100万元合计2000万元。
考核奖励资金合计是否达2000万元，完成得
2.5分，未完成不得分。

2.5 2.5

产出指标
（30分）

（10分）

质量指标
（5分）

时效指标
（5分）

成本指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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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整合资金成效
（5分）

评价整合资金成效，整合资金项目是否完
成计划建设内容、实现预期效益。整合资
金进度2分，已整合资金规模占计划整合资
金规模比例达到80%（含）以上的得3分，
不足按比例得分。

5 5

拓宽村财增收渠道
（5分）

依据《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
2018〕16号）提出的“发展股份合作项目
”，各县市政府在被投资对象遴选时能帮
助引导、把控风险、本着自愿参与、统筹
扶持资金、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原则，
依法依规推进财政资金投入形成资产折资
入股方式。成效显著得5分，成效一般扣2
分，不显著不得分。

5 5

以党建促脱贫，成果显著
（5分）

坚持发扬“四下基层”工作作风，做到“
四个覆盖”做到领导挂钩联系全覆盖、下
派驻村工作全覆盖、结对共建全覆盖、干
部包户全覆盖，成效显著得5分，成效一般
扣2分，不显著不得分。

5 5

消除年收入＜1万元的空壳
村数

（5分）

《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三
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2018〕
16号）三年应完成消除空壳村241个，任务
完成得满分，每少5%扣1分，扣完为止。

5 5

消除年收入＜5万元的薄弱
村数

（5分）

《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三
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2018〕
16号）三年应完成消除薄弱村1341个（其
中县级扶持目标数1041个，市级财政扶持
资金目标数300个。任务完成得满分，每少
5%扣1分，扣完为止。

5 5

扶持后新增经营性年收入
≥10万元的村数

（5分）

《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三
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2018〕
16号）提出新增数占全市行政村的55%，三
年新增数=全市行政村数2137个*55%=1175
个，每少5%扣权重的5%，扣完为止。

5 5

可持续效益指标
（5分）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经
验

（5分）

依据《关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进五争十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委办发〔
2018〕16号）项目完成后应总结发展经
验，如拓宽增收渠道，采用资源开发、资
产增值、物业租赁、服务创收、抱团经营
、发展优势产业、股份合作、村民联动等
形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否可以做到可复
制可推广。可以得5分，否则不得分。

5 5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2.5分）

 项目完成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群
众的需求。了解项目所在地群众满意度情
况；满意度在90%以上的得2.5分，满意度
在75%-90%的得2分，满意度在60%-75%的得
1分，满意度在60%以下的不得分。

2.5 2.5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2.5分）

项目完成后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基层干
部的需求。计算方法：了解项目所在地基
层干部满意度情况；满意度在90%以上的得
2.5分，满意度在75%-90%的得2分，满意度
在60%-75%的得1分，满意度在60%以下的不
得分。

2.5 2.5

100 98总权重、评价总分(S)

评价等级 ■优秀（S S ≧ 90 ） □良好（ 90 ﹥S S ≧ 75 ）□合格（ 75 ﹥S S ≧ 60 ）□不合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益指标
（10分）

社会效益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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