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9 年度“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 
建设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市商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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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财政局关

于开展 2019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宁财

绩〔2020〕5 号）等文件,我局对贵单位“菜篮子”产品应急储

备工程建设经费项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我们结合该项

目的实际情况，对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采取单位自评申报统计与

现场评价核实等方式，在收集该项目资料的基础上，查阅相关的

凭证、账簿、报表、台账及有关的制度等，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副食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食品,要求在供应上具有稳定性和

连续性。副食品生产受不可控的因素影响较多,风险性大,因此形

成产、供、销三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为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

紧的矛盾，农业部于 1988 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一期工

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

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

吃。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菜篮子工程”重点解决



 

 

了市场供应短缺问题。“菜篮子”产品持续快速增长，从根本上

扭转了我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 

政府发动的“菜篮子工程”是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各级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将产销通盘考虑，解决了我国主要鲜活

农产品供需矛盾的突出问题，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菜篮

子工程”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丰富的蔬

菜、肉蛋、海鲜摆上了百姓的餐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另

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重

要指标，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的一项

重要举措，它是奔向小康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主要用途，扶持生猪活体和蛋禽活体基地建设，以保障

宁德市肉、蛋类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依托市级城市副食品

调控基地建立“菜篮子”产品及应急储备，以应对宁德市发生重

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动物疫情或者其他

突发事件引发的市场异常波动期间的市场应急供应工作，对确保

自然灾害等引发的市场异常波动期间的“菜篮子”主要产品市场

应急供应，以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求。 

项目实施情况：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关于要求将“菜篮子”工

程建设专项资金列入 2018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的请示（市商务市

场〔2017〕491 号）、宁德市商务局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

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宁商务市

场〔2018〕213 号）的文件精神，为支持宁德市“菜篮子”工程

建设，省政府对设区市建立应急储备、扶持副食品基地建设、提



 

 

 

 

 

 万只。

2019 年 8 月，生猪活体储备量为 4021 头，蛋禽活体储备量为 13

定对生猪活体和蛋禽活体基地的日常管理进行监督检查。截至

务 10 万只，商务局根据（宁商务市场〔2018〕213 号）有关规

鸡专业合作社签订为 2018 年度三批市级蛋禽活体储备企业，任

有限公司、福建省古田县昇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屏南金誉林蛋

批市级生猪活体储备企业，任务 3000 头;与福安市鑫叶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屏南县好好吃农牧有限公司签订为 2018-2019 年度三

务局与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闽绿立体农业综合开发

  （2）根据（宁商务市场〔2018〕281 号）文件，2018 年商

格在正常水平运行。

制。保证日常基本农产品有效供给，市场流动货畅其流，市场价

本生活的农产品设立应急储备制度、价格调控制度、市场调节机

安全事故引发的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应急预案》，建立涉及群众基

加强平时监督和考核，二是进一步完善对《突发自然灾害、质量

55 号）文件，明确相关单位的工作职责、目标任务和完成时限，

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及分工方案》（闽商务市场〔2017〕

  （1）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一是通过《福建省“菜篮子”市

2、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月。

建设项目属跨年度项目，项目执行期限为 2018 年 9 月-2019 年 8

高市场保供能力。2019 年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



 

 

（3）保障市场供应，2019 年度生猪储备基地商品猪年出栏

量为 133925 头，累计上市蛋品数量为 499.48 万公斤，基本上保

障人民群众生活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为了保障 “菜篮子”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根据宁德市商务

局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

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宁商务市场〔2018〕213 号）及宁德市财

政局 宁德市商务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

储备工程建设经费的通知》（宁财外指〔2019〕23 号）文件下达

2019 年度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经费 435250

元，一部分用于生猪活体储备，另一部分用于蛋禽活体储备，实

际下发资金 43525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资金实际使用了

43.525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100%。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77%

23%

2019年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经费

生猪活体储备补助资金

蛋禽活体储备补助资金



 

 

为强化和完善“菜篮子”产品追溯体系，积极推动肉类蔬菜

追溯体系建设，根据《福建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

（闽政办〔2017〕46 号）和《福建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

核办法实施细则及分工方案》（闽商务市场〔2017〕55 号）文件，

市商务局负责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的行政管理，审

定“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承储企业的资格，下达储备计划、出

栏计划和动用通知，监督检查储备数量完整、质量合格和储存安

全等项目实施情况;负责财政补助资金的核定，并会同市财政局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做好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组织预算编制，负责组织开展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监督检查有关财务秩序和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五）项目绩效目标 

1、通过绩效评价，了解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

程建设经费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分析衡

量项目支出的效率、效益和效果，探索和改进项目资金预算管理

的方法。 

2、建立涉及群众基本生活的农产品设立应急储备制度、价

格调控制度、市场调节机制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需要一定的应

急物资储备,合理的储备模式及储备量能够在保障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应急物资储备成本，保证

日常基本农产品有效供给，市场流动货畅其流，市场价格在较低

水平运行。 

(六)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内容 参考标准 绩效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目标值完成

比例 

  

投

入 

 

时效目标 目标 1 生猪活体、蛋禽活体等储备期时间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月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月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月 
100% 

成本目标 

目标 1 生猪活体储备数量补助标准 30 元/头 30 元/头 30 元/头 100% 

目标 2 生猪活体储备利息补助标准 21.75 元/头 ≥21.75 元/头 21.75 元/头 100% 

目标 3 蛋禽活体储备数量补助标准 1 元/只 ≤1 元/只 1 元/只 100% 

目标 4 补助资金总额 50 万元 ≤50 万元 43.525 万 87.05% 

产

出 
数量目标 

目标 1 生猪活体储备数量 3000 头 ≥3000 头 4021 134% 

目标 2 蛋禽平均存栏数量 10 万只 10 万只 13 万只 130% 

效

益 

社会效益目标 
目标 1 保障市场供应，生猪储备基地商品猪年出栏量 94500 头 94500 头 133925 头 141.72% 

目标 2 保障市场供应，蛋禽储备基地年平均产蛋量 562 万公斤 562 万公斤 499.48 万公斤 88.88% 

服务对象满意 目标 1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100% 111.11% 



 

 
 

1、投入目标完成情况。 

（1）生猪活体、蛋禽活体等储备期时间：项目储备期时间

绩效目标值是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 月，实际储备期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8月，目标完成率为 100%。 

（2）生猪活体储备数量补助标准：生猪活体储备数量补助

标准绩效目标值是 30 元/头，实际补助标准为 30 元/头，目标完

成率为 100%。 

（3）生猪活体储备利息补助标准：生猪活体储备利息补助

标准绩效目标值是大于等于21.75元/头，实际利息补助为21.75

元/头，目标完成率为 100%。 

（4）蛋禽活体储备数量补助标准：绩效目标值是小于等于 1

元/只，实际补助标准为 1 元/只，目标完成率为 100%。 

（5）补助资金总额：绩效目标值是小于等于 50 万，实际补

助资金总额为 43.525 万元，目标完成率为 87.05%。 

2、产出目标完成情况。 

（1）生猪活体储备数量：绩效目标值是 3000 头，生猪活体

实际储备数量为 4021 头，目标完成率为 134%。 

（2）蛋禽平均存栏数量：绩效目标值是 10 万只，蛋禽实际

存栏数量为 13 万只，目标完成率为 130%。 

3、效益目标完成情况。 

（1）保障市场供应，生猪储备基地商品猪年出栏量：绩效

目标值是 94500 头，实际商品猪年出栏量为 133925 头，目标完

成率为 141.72%。 



 

 
 

（2）保障市场供应，蛋禽储备基地年平均产蛋量:蛋禽储备

基地年平均产蛋量绩效目标值是 562 万公斤，实际年平均产蛋量

为 499.48 万公斤，目标完成率为 88.88%。 

（3）服务对象满意度：绩效目标值是 90%，实际服务对象满

意度为 100%，目标完成率为 111.11%。 

二、项目评价过程 

（一）项目评价主体 

宁德市财政局自行组织与第三方评价相结合。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1）接受绩效评价委托方的委托，签订业务约定书。 

（2）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 

（3）明确绩效评价基本事项，包括：项目的背景和基本情

况；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项目的绩效目标、管理情况及相关

要求；绩效评价的目的；委托方及绩效评价报告使用者；其他重

要事项。 

（4）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2、实地考察 

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学，本次评价宁

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经费项目涉及蕉城区、周

宁县、屏南县、福安市以及古田县 5 个县市区，同时参与活体储

任务的有 6家公司，我们进行全覆盖式实地考察，现场考察了解

项目的实施情况，项目管理情况、财务管理等情况，并进行问卷



 

 
 

调查及开放提问，以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实地考

察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度三批次市级活体储备任务分解表 

 县市 企业名称 基地场名称 
每批任务 

吨 头 

三批次生

猪活体储

备任务 

蕉城区 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 
宁德市南阳实业有限公

司九都基地 
50 1000 

周宁县 
福建省闽绿立体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福建省闽绿立体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浦源基

地 

50 1000 

屏南县 屏南县好好吃农牧有限公司 
屏南县好好吃农牧有限

公司棠口基地 
50 1000 

合计 150 3000 

 县市 企业名称 基地场名称 

每批任务 

蛋禽存栏 

（万羽） 

蛋品产量 

（万公斤） 

三批次蛋

禽活体储

备任务 

福安市 福安市鑫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安市鑫叶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下白石基地 
3 15 

古田县 
福建省古田县昇林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福建省古田县昇林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凤都基地 
3 15 

屏南县 屏南金誉林蛋鸡专业合作社 
屏南金誉林蛋鸡专业合

作社长桥基地 
4 20 

合计 10 50 

3、分析评价  

根据项目特点，按照绩效评价方案，通过收集资料、对照查

证复核、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

结合，对自评表数据和附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实，对明显不合

理的自评分数，根据附件与自主报告进行调整，若附件无法提供

的，进行现场核实确认，进行绩效指标量化打分，经过汇总修正，

得出最后评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三）项目评价范围 



 

 
 

列入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项目所服务的

乡镇涉及蕉城区、周宁县、屏南县、福安市以及古田县等 5个乡

镇的 6 家企业，2019 年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

设经费项目涉及资金量 50 万元，主要用于生猪活体储备补助以

及蛋禽活体储备补助资金。 

（四）项目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项目实际情况设计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体系包括决策（分值 15%）、项目实施过程（分值 15%）、

产出（分值 35%）、效益（分值 30%）、满意度（分值 5%）四个方

面，满分 100 分。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5 个一级指标，细化为项

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项目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

11 个二级指标，同时根据创城工作项目的特点，设计符合本项

目特点的 21 个三级指标。从项目立项的规范性和立项依据的充

分性、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明确性，资金投入的预算编制科

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管理的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组织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产出数量的生猪活体储备数量、蛋禽活体储备数量、产出质量的

养殖场生猪抽检合格率、出栏检疫率、产出时效的完成及时性，

产出成本的补助标准，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并采用服务对象满意评价方式等 21 个指标，既符合

财政厅的要求，同时结合“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项目

特点。这三级指标构成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五）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严谨科学。绩效评价严格执行规定程序，按照科学可

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性和个性指标相结合、

书面审核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合理地进行评价。 

（2）公平公正。绩效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

依法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3）分类实施。绩效评价在对项目资金进行合理分类的基

础上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与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方法 

（1）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

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的

实现程度评价方法。 

（2）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

比分析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3）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

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4）最低成本法：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

象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方法。 

（5）专家（公众）评议法：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

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的一种评价方法。 



 

 
 

针对项目实际情况，通过部分现场核查、查阅项目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等内业资料的形式，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辅以公

众评判法对本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三、绩效指标分析 

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划分的 5 个一级指标，细化为 11 个

二级指标和 21 个三级指标，针对 21 个三级指标，结合项目实际

进行逐项分析评价。 

1、决策指标体系满分 15 分，本次评价得 14.5 分，其中： 

（1）项目立项方面满分 6 分，得 6 分。 

①项目立项规范性：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

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

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满分 3 分，得 3 分。 

②立项依据的充分性：依据根据《福建省“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考核办法》（闽政办〔2017〕46 号）和《福建省“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及分工方案》（闽商务市场〔2017〕

55 号）文件精神，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并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满分 3 分，得 3 分。 

（2）绩效目标方面满分 5 分，得 5 分。 

①绩效目标合理性：项目与项目年度计划数及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资金量相匹配，绩效目标合理，满分 2分，得 2 分。 

②绩效指标明确性：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18-2019

年度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的通知》（宁商务市场〔2018〕

281 号）文件将项目具体目标责任分解下达，并将项目绩效目标



 

 
 

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绩效指标清晰、明确、可衡量，满

分 3 分，得 3分。 

（3）资金投入方面满分 4 分，得 3.5 分。 

①预算编制科学性：根据宁德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 年

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宁财外〔2019〕3 号）文件，预算确定

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存在一定出入，预算资金为 50 万元，

实际工作任务为 43.525 万元，满分 2 分，扣 0.5 分，得 1.5 分。 

②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分配严格按照促进我市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发展，结合“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实际情况，满分

2 分，得 2 分。 

2、过程指标体系满分 15 分，本次评价得 14.4 分，其中： 

（1）资金管理方面满分 9 分，得 8.4 分。 

①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经与宁德市商务局、财政局核实，2019 年宁德市“菜篮

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项目计划投入资金为 50 万，实际到位

43.525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87.06%，满分 3 分，扣 0.6 分，得

2.4 分。 

②预算资金使用率：资金使用率=（实际使用资金/实际到位

资金）×100%。2019 年宁德市“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项

目涉及资金量 43.525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为 43.525 万元，实际

到位 43.525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100%，满分 3分，得 3分。 

③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符合国家财

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

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满分 3 分，得 3 分。 



 

 
 

（2）组织实施管理管理方面满分 6 分，得 6 分。 

①管理制度健全性：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宁德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宁

商务市场〔2018〕213 号）文件，建立健全单位管理制度，管理

制度合法、合规，满分 3 分，得 3 分。 

②制度执行有效性：为保障“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作项

目顺利有效实施，由市商务局负责项目的管理，并会同市财政局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按文件要求简明清晰组织项目文本，

所提供申请材料完整、齐全、清晰，数据真实可靠，档案管理规

范、材料齐全，满分 3分，得 3分。 

3、产出指标体系满分 35 分，本次评价得 35 分，其中： 

（1）产出数量方面满分 16 分，得 16 分。 

①生猪活体储备数量：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宁德市财政局关

于印发《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商务市场〔2018〕213 号）文件下达 2018 年度三批市级生

猪活体储备数量为 3000 头，屏南县、周宁县、蕉城区实际猪活

体储备量为 4021 头，目标完成率 134%，满分 8分，得 8分。 



 

 
 

 

②蛋禽活体储备数量：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宁德市财政局关

于印发《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宁商务市场〔2018〕213 号）文件下达 2018 年度三批市级蛋

禽活体储备数量为 100000 只，屏南县、福安市、古田县等实际

储备量为 134401 只，目标完成率 134.4%，满分 8 分，得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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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质量方面满分 10 分，得 10 分。 

①养殖场生猪疫苗接种率：据各公司市级生猪储备基地场免

疫防疫记录表反映，养殖场活体猪疫苗接种率为 100%，达到绩

效目标值，满分 5 分，得 5 分。 

②出栏检疫率：绩效目标值为 100%，据各公司市级生猪储

备基地生猪出栏及产地检疫记录表显示，生猪储备基地生猪出栏

检疫率为 100%，满分 5分，得 5分。 

（3）项目产出时效方面满分 5分，得 5分。 

①完成及时性：项目完成时间绩效目标值是 2019 年 8 月 31

日，实际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8月 31 日，实际完成月份不晚于计

划月份，满分 5分，得 5 分。 

（4）产出成本方面满分 4 分，得 4 分。 

①补助标准：为支持宁德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建立“菜

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增强“菜篮子”市场异常波动和突发事件

的调控能力，根据（宁商务市场〔2018〕213 号），生猪活体储

备数量补助标准为 30 元/头，蛋禽活体储备数量补助标准为 1元

/只，生猪活体储备利息标准按每头 500 元贷款额度、4 个月期

限、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算出每头 21.75 元/头，满

分 4 分，得 4分。 

4、效益指标体系满分 30 分，本次评价得 25.8 分，其中： 

①经济效益：据省市级城市副食品调控基地蛋禽、生猪上市

量占当地城镇消费量反映，2019 年调控基地生猪出栏年产量为

334233 头，由于 2018、2019 年国家统计队不要求对城镇常住人

口年人均消费量进行统计，城镇常住人口年人均消费量取值参考



 

 
 

历年省商务厅对市商务局考评数 27.5 千克数，经计算宁德市城

镇常住人口数为 167.62 万人，生猪调控基地上市量占当地城镇

消费量比例为 72.51%，则大于绩效目标值 20%，满分 7分，得 7

分。 

②社会效益：为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蛋禽储备基

地年平均产蛋量达到 562 万公斤得满分，实际年平均产蛋量为

499.48 万公斤，满分 8 分，扣 4.2 分，得 3.8 分；生猪储备基

地商品猪实际年出栏量为133925头，大于绩效目标值94500头，

满分 8分，得 8分。 

③环境效益：为保障生猪生产基地符合环保要求，各公司联

系第三方进行无公害产品产地环境现状评价并取得相应报告，取

得环保有效证明文件的满分 7分，得 7分。 

5、满意度指标体系满分 5 分，本次评价得 5分，其中： 

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期间设置了 2019 年度“菜篮子”产

品应急储备工作满意度调查表，通过市民对项目执行过程及效果

总体满意度问卷调查，经统计调查问卷，群众满意度为 100%，

大于 90%，满分 5 分，得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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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小组按项目决策（15%）、实施过程（15%）、项目产

出（35%）、项目效益（30%）及满意度调查（5%）等等考评指标

进行评价，在调查了解、实地考察基础上，逐个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并分别打分。在各项目分别评分的基础上，综合得分 94.7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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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存在的问题 

1、项目应急储备管理方面缺乏具体操作规定。 

因出台《宁德市市级“菜篮子”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后，废止了《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办法》，

在应急储备管理方面缺乏具体操作规定。 

2、项目生猪活体储备规模偏小。 

根据宁德市城镇常住人口年人均猪肉消费量测算，“菜篮子”

猪肉产品应急储备数量难以满足应急调控需求，按实际情况计算

需要生猪活体储备 1.2 万头。 

3、养殖企业承担活体储备面临一定的风险。 

生猪活体储备企业、蛋禽活体储备企业养殖规模、养殖设施、

环保设施和市场波动应对能力还存在不可预见因素，其承担的活

体储备面临一定的风险。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有关建议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的

重要指标，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的一

项重要举措，它是奔向小康的一项重要措施。“菜篮子”产品应

急储备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它突发事件

引起的市场异常波动期间的市场应急供应，以保障人民群众生活

需求。 

1、结合项目实际，制定“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实施

细则。建议制定《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管理实施

细则》，明确规范宁德市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具体操作

流程。 



 

 
 

  

 

 

 

 

3、财政预算安排调整建议。根据宁德市商务局-市级“菜篮

篮子”产品市场供衡供应。

动调控预案，指导建立形式多样的应争储备体系，努力促成“菜

子”产品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执行好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

“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异常波动能力不足。应建立健全“菜篮

储备吞吐、风险防范等应急调控和风险化解机制不够健全，应对 

  2、完善“菜篮子”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价格调整、

注重数理、质量并重转化。

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实现“菜篮子”产品由注重数量到

供应量。建立健全“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保险体系，进一步

子”产品产生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稳步增加产品

设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菜篮

制不够健全，影响项目的质量和效率。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

备项目虽然取得一定效益，但“菜篮子”产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

  1、通过本次绩效评价，2019 年市级“菜篮子”产品应急储

七、结果运用

成本可算，风险可控。

通道问题；另一方面健全市场体系，落实市场监管，让企业做到

养殖企业研究扩大养殖业信贷抵押物的范围，解决生猪养殖贷款

对接，养殖场扩大生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积极会同银行与生猪

  3、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一方面加强银行与生猪养殖企业的

6000 头，确保应急调控能力。

改造建设，加大生猪活体储备规模，从现有储备 3000 头扩大至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支持“菜篮子”专业市场规划、升级

  2、增加生猪活体储备计划，提高应急调控能力。为了不断



 

 
 

子”产品应急储备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相关结论，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国家、省关于“菜篮子”工程建设相关部署要求，加快我市“菜

篮子”工程建设，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建议 2021

年部门预算安排此项目资金时，在 2019 年预算的基础上适当增

加财政资金，并将 “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工程建设经费项目

名称调整为“菜篮子”工程相关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