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福征安绩〔2021〕FQ02-02 号

项 目 名 称 ：

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

项目承担单位：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

项目总金额：

9008.58 万元

评 价 年 度 ：

2020 年度

评 价 机 构 ：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

1

林

瑾

2

刘彩莲

3

张晓佳

4

黄

非

工作单位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职级

电话

备注

经理

18650727665

经理

18950968063

助理

13348246222

组

员

助理

13067265079

组

员

注册会计师
组 长
注册会计师
副组长

目 录

一、基本情况................................................................................................................... 1
（一）项目概况........................................................................................................ 1
（二）项目绩效目标................................................................................................ 6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7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7
（二）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7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 7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8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8
三、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9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0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3 分）.............................................. 10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7 分）.............................................. 11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28 分）.............................................. 14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28 分）.............................................. 15
五、主要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7
（一）主要成效...................................................................................................... 17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8
六、改进建议................................................................................................................. 19
（一）组织绩效管理培训...................................................................................... 19
（二）加强票据管理，遵守合同签订有关规定.................................................. 19
（三）加强道路面积和保洁面积的勘测数据对比与监督管理.......................... 19
（四）采取多措并举，预防工程车辆无净上路.................................................. 20
（五）理清城区道路外包片区、城投自管片区与居住区物业等各个承包单位的
保洁责任.................................................................................................................. 20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科学、
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根据《福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财政
评价工作的通知》（融财绩效〔2021〕670 号）及文件有关规定，福建征安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福清市财政局委托组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福清市城
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是财政预算下拨的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项目资金 9008.58 万元。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在收集、整理、汇总、分析相关
绩效评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核查资料、调查分析等方式进行了解核实，并对相
关评价指标进行汇总分析，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进行评议与打分，形成《2020 年
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强化市容环卫保洁工作，提升城区人居环境品质，根据福清市人民
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8〕29 号、〔2019〕21 号、〔2020〕44 号、〔2020〕120
号文件精神、福清市城区道路清扫保洁环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福清市城投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明确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新一轮招标方案的请示》
（融
城投【2019】737 号）等文件精神，同意由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市城管局）和福清
市城投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
公司）统筹全市城区道路保洁管理、维护、运营工作,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项目主要支出范围：一是福清市城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总面积为 3,675,906
平方米，分为三个片区的道路保洁费用；二是福清市环城路北半球及京东方片区
道路保洁服务外包,总面积为 1,292,960.6 平方米的保洁费用；三是前两个道路保
洁外包服务新增的面积 50.20 万平方米保洁费用；四是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
的自营龙江片区道路的保洁费用；五是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的自营龙江片区
1

道路的管理费用和代管道路外包服务管理费用。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福清市城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913010145）,采购
人为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为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福清市城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总面积为 3,675,906 平方米，分为三个片区，
其中音西宏路片区道路和空地面积为 1,196,844 平方米，音西石竹片区道路和空
地面积为 1,035,437 平方米，玉屏龙山片区道路和空地面积为 1,443,625 平方米。
本次合同承包期限为三年，本项目合同为一年一签，前一年考核平均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采购人与原中标人续签合同，前一年考核平均分低于 85 分的，月考
评成绩在 65 分以下及连续三个月考评成绩在 75 分以下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关系，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913010145 福清市城区道路面积汇总表
序号

1

2

3

区域

道路等级

保洁面积/m

一级

449,627.7

二级

8,551.4

三级

255,358.8

四级

454,523.8

一级

476,918

二级

398,726

二级

325,225.4

三级

480,451.6

四级

6,320

2

路段面积/m

玉屏龙山片区

1,443,625

音西宏路片区

1,196,844

音西石竹片区

4

2

合计

1,035,437

2,855,702.7

3,675,906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913010145 招标服务一览表
合
同
包

品目号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服务期
限（年）

一

1-1

FJTP-000919130
10145-1

福清市玉屏龙山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二

2-1

FJTP-000919130
10145-2

福清市音西宏路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2

最高限价
一年限价
(万元）

三年限价
(万元）

3年

2,864.63

8,593.89

3年

2,151.46

6,454.38

三

FJTP-000919130
10145-3

3-1

福清市音西石竹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3年

合计

1,773.14

5,319.42

6,789.23

20,367.69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913010145 中标合同一览表
合
同
包

品目
号

一

招标编号

中标单位名称(乙
方)

项目名称

服务期
限（年）

1-1

FJTP-0009191
3010145-1

福建金顺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

福清市玉屏龙山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二

2-1

FJTP-0009191
3010145-2

福建正轩恒业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

三

3-1

FJTP-0009191
3010145-3

泓欣环境集团有限
公司

中标合同
一年价
(万元）

三年价
(万元）

3年

2,247.26

6,741.78

福清市音西宏路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3年

1,764.2

5,292.6

福清市音西石竹片区道路
保洁服务外包招标项目

3年

1,451.48

4,354.45

5，462.94

16,388.83

合计

（2）福清市环城路北半球及京东方片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813010942）,采购人为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为福
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813010942 道路面积汇总表
道路等
级

序号

区域

1

福清市环城路北半球及京东方
片区道路

2

2

路段面积/m

保洁面积/m

一级
1,292,960.6
二级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813010942 招标服务一览表
合
同
包

一

品目号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
（年）

1-1

FJTP-0009181301
0942

福清市环城路北
半球及京东方片
区道路

3年

3

最高限价
一年限价
(万元）

三年限价
(万元）

1,598.099

4,794.297

招标编号为 FJTP-00091813010942 中标合同一览表
合
同
包

一

品目
号

1-1

招标编号

中标单位名称(乙
方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
（年）

FJTP-00091813
010942

福建省锦辉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福清市环城路北
半球及京东方片
区道路

3年

中标合同
一年价
(万元）

三年价
(万元）

1,331.981

3,995.942

(3)补充协议新增面积增加道路保洁费用
中标合同（补充协议）一览表
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名称(乙

原合同
编号

方)

服务期 新增面积
限（年） (万平方
米）

原中标单
价元/平
方米

单价
元/平
方米

年新增保
洁费

2020 年新增
7 个月

福清市玉屏龙山
片区道路保洁服
务外包招标项目

福建金顺
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

2019-C
FQT-02
6-1

3年

13.32

15.57

14.01

186.62

108.86

福清市音西宏路
片区道路保洁服
务外包招标项目

福建正轩
恒业环境
工程有限
公司

2019-C
FQT-02
8-1

3年

11.85

14.74

13.26

157.21

91.71

福清市音西石竹
片区道路保洁服
务外包招标项目

泓欣环境
集团有限
公司

2019-C
FQT-02
7-1

3年

8.69

14,01

12.61

109.57

63.92

福清市环城路北
半球及京东方片
区道路

福建省锦
辉环境科
技有限公
司

2019-C
FQT-01
2

1年

16.34

10.3

8.15

133.19

11.69

586.59

342.18

16.8

67.86

39.59

小计

50.20

77.69

福清市城投发展
4.04

有限公司
合计

54.24

16.8

654.45

381.77

(4)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自营保洁项目的保洁费 1,501.8192 万元,其中：
A：龙江片区道路面积保洁 76.04 万平方米*16.8 元/平方米=1,277.47 万元；
B ： 新 增 自 管 龙 江 片 区 （ 2020.6.1 ） 保 洁 4.04 万 平 方 米 *16.8 元 / 平 方 米
*7/12=67.872*7/12=39.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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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76

C：新增龙江街道 4 条道路（2020.6.30 前进场）保洁 13.72 万平方米*16.8 元/平
方米*7/12=230.5*7/12=134.46 万元；
D ： 新 增 S305 安 民 村 加 油 站 至 海 口 镇 则 徐 大 道

(2019.11.1 进 场 )

保洁 2.994 万平方米*16.8 元/平方米=50.2992 万元。
(5)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自管和代管外包道路管理费 307.79 万
元,其中：
A：福清市环城路北半球及京东方片区道路管理费 129.29 万平方米*0.5=64.65 万
元；
B：新一轮城区道路网格四个片区管理费：(460.35-13.72)万平方米*0.5 元/平方
米=446.63*0.5=223.32 万元；
C：13.72 万平方米*0.5 万平方米*7/12=6.86*7/12=4 万元；
D ： 新 增 四 个 片 区 （ 2020.6.1 ） 管 理 费 54.24 万 平 方 米 *0.5/ 平 方 米
*7/12=27.12*7/12=15.82 万元。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0 年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8410.7
万元，2020 年 10 月本级追加 597.88 万元,预算安排资金 9,008.58 万元，2020 年
度结余结转 597.88 万元,当年累计拨付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道路保洁费和管
理费资金 8,410.7 万元。其中：
（1）支付 2019 年 11 月道路保洁费及保洁管理费 157.64 万元；
（2）支付 2019 年 12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730.27 万元；
（3）支付 2020 年 1 月道路保洁费万 676.89 万元；
（4）支付 2020 年 2 月道路保洁管理费 676.89 万元；
（5）支付 2020 年 3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748.88 万元；
（6）支付 2020 年 4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676.89 万元；
（7）支付 2020 年 5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676.89 万元；
（8）支付 2020 年 6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963.43 万元；
（9）支付 2020 年 7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750.39 万元；
（10）支付 2020 年 8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750.39 万元；
（11）支付 2020 年 9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830.87 万元；
（12）支付 2020 年 10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750.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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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支付 2020 年 11 月道路保洁费保洁管理费 20.88 万元。
2020 年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收到城管局拨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项目资金 8,410.7 万元，当年累计支付代管外包城区道路保洁服务项目资金
6,491.27 万元。其中：
（1）支付福清市锦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1 月道路保洁
费 1,283.33 万元；
（2）支付福清市正轩洁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1 月道路
保洁费 1,686.18 万元；
（3）支付福清市泓欣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1 月道路
保洁费 1,383.36 万元；
（4）支付福清金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1 月道路保洁费
2,138.40 万元。
2020 年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收到城区道路保洁外包考核处理罚款收
入为 6.59 万元，列入营业外收入。
2020 年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从保洁经费支出中扣款共计 60.34 万元（每
月按合同约定计划人数应缴五险一金与每月按实际人数缴纳五险一金之间差额）,
其中：
（1）福清市锦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1.97 万元；
（2）福清市正轩洁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6.86 万元；
（3）福清市泓欣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10.01 万元；
（4）福清金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1.5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进一步强化福清市市容环卫保洁工作，提升城区人居环境品质。
2.阶段性目标
按业务工作流程和项目年度计划和月度计划完成城区道路网格化三个片区保
洁服务外包、福清市环城路北半球及京东方片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福清市城投
发展有限公司龙江片区道路保洁自管和网格化道路保洁的代管服务、城区道路网
格化保洁服务外包的监督检查和验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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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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
论，针对项目管理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供福清市财政局及项目单位参考应
用，以强化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资金专项管理，压实支出责任，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对象、范围
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资金 9,008.58
万元，绩效评价范围覆盖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决策、过程、产出
和效益情况。

（二）绩效评价指标确定原则
1.相关性原则。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
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而与绩效目标无关的指标不应列入评价体系。
2.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
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
果可以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
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不是设计得越复杂越好，应当通俗易懂、简便
易行，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三）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比较法。是指通过实际支出、实施效果等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地
区同类支出等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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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3.服务对象评判法。是指通过对服务对象进行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
的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绩效评价标准是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采用标准主要包括：
1.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
标准。
2.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各级政府机关评价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项目所采用的
指标数据而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财政部、福建省、福州市和福清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据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系统性及经济性原则，围绕决
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设计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分值。指标体系
共设置 4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25 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设定满分 100 分，
其中：“决策”20 分，主要体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和资金投入情况；“过程”
20 分，主要体现项目的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方面的情况；“产出”30 分，主要体
现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情况；“效益”30 分，主要体现项目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详见附件《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
格化经费项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设置为 100 分，等级划分
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组织专业人员，成立福清市城区道路环
卫网格化经费项目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小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项目支出绩
效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闽委发〔2019〕5 号）以及《福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财政评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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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融财绩效〔2021〕670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项目具体情况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
2.组织实施
（1）按计划与要求对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进行调研，设计绩效评价方案；
（2）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收集项目资料，审查核实项目申报、评审、批
复及实施等情况，资金拨付、使用及管理情况，相关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等；
（3）拟定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与福清市财政局、福清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商讨指标体系，根据反馈意见，
修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根据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以及绩效评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项目绩效评价
工作组进一步搜集、审核绩效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
3.撰写报告
（1）归纳、分析、综合数据与资料，对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绩效进行分析，完成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征求意见稿；
（2）征询福清市财政局和福清市城市管理局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完成《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审阅了福清市城市管理局、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城区
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相关资料，与福清市城市管理局、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和征求意见，查阅档案、收集资金使用和成果的相关信
息资料，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
网格化经费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
序规范，资金到位及时，业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较健全，产出和效益绩效
目标基本完成，执行情况较好，大部分达到了各项绩效指标的要求，绩效评价共
得分 88 分，评价等级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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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福清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财政评价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对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主要从项目决策、过程管理、产出与效
益四个方面着手进行评价，权重分别为 20%、20%、30%、30%。

（一）项目决策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3 分）
项目决策设置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二级指标。其中项目立项
权重为 6%，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两方面进行评价；绩效目标权重
为 6%，从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两方面进行评价；资金投入权重为 8%，
从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立项依据充分性（分值 3 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主要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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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根据福清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18〕29 号、〔2019〕21 号、〔2020〕44 号、〔2020〕120 号文件精神、福清
市城区道路清扫保洁环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福清市城投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明确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新一轮招标方案的请示》（融城投【2019】737
号）等立项，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本项
得分 3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分值 3 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和招投标程序和规
定，由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组织，由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代理招标，
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与中标单位签订道路保洁合同，由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
公司统筹全市城区的道路环卫网格化管理、维护、运营工作。项目按照规定的程
序设立，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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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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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目标合理性（分值 3 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主要考核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检查福清市城管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设置不完整，如产出
中没有设置质量目标。本项扣 1 分，得分 2 分。
4.绩效指标明确性（分值 3 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主要评价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检查福清市城管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如“产
出指标-成本指标”设置为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 95%。成本指标应反映实现目标的
情况下，实际使用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设置为大于等于 95%，若实际使用成本
超过计划成本，反而达标。本项扣 1 分，得分 2 分。
5.预算编制科学性（分值 4 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
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需求应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进行预测，福清市城管局在实际
工作中，根据上年度（2019 年度）资金使用情况，预测 2020 年度资金需求情况，
2020 年实际支付 8410.7 万元，2020 年预算金额 9008.58 万元，结余 597.88 万元，
实际与预算有差距。本项扣 2 分，得分 2 分。
6.资金分配合理性（分值 4 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主要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
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福清市城管局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合同金额和新增道路面积和中标单价及下
浮率,分配 2020 年度资金需求，资金分配较合理。本项扣 1 分，得分 3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分值 20 分，得分 17 分）
过程管理下设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二级指标。其中资金管理指标权重为
10%，从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及时性、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四个方面进
行评价；组织实施指标权重为 10%，从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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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控性和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1.资金到位率（分值 3 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通过计算项目实际到位资
金占预算资金的比重，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评价。评分标准为“资金到位率=（实
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资金到位率≥100%，得 3 分；90%≤资金到位率
﹤100%，得 2 分；80%≤资金到位率﹤90%，得 1 分；资金到位率﹤80%，得 0 分”。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年初预算安排 8410.7 万元，10 月份本
级财政追加预算 597.88 万元，预算安排共计 9,008.58 万元，已全部下达到预算
单位。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9008.58/9008.58）×
100%=100%。本项得分 3 分。
2.资金到位及时性（分值 2 分）
资金到位及时性主要反映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拨付
周期项目资金按时拨付到位情况。评分标准为“及时到位（2 分）；未及时到位但
未影响项目进度（1 分）；未及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0 分）”。
福清市城管局 2020 年支付福清市城投公司 2019 年 12 月合同款 730.27 万元，
2019 年 11 月合同结算差额 157.64 万元，支付 2020 年 1-11 合同进度款 7522.79
万元，2020 年 11 月部分经费和 12 月结转下年支付。福清市城投公司支付给四个
中标单位差距保洁支出为 6,491.27 万元。本项扣 1 分，本项得分 1 分。
3.预算执行率（分值 3 分）
预算执行率指标主要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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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为“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预算执行率≥95%，得 3 分；90%≤预算执行率﹤95%，得 2 分；80%≤预
算执行率﹤90%，得 1 分；预算执行率﹤80%，得 0 分”。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第一至第四季度进度款实际
支 出 8410.7 万 元 。 预 算 执 行 率 = （ 实 际 支 出 资 金 /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 ×
100%=8410.7/9008.58）×100%=93.36%。本项扣 1 分，本项得分 2 分。
4.资金使用合规性（分值 2 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主要评价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是否存在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以及超标准开支情况，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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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资金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资金由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拨付至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再由城管局拨付到
城投公司，最后由城投公司拨付到中标单位，符合项目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不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本项得分 2 分。
5.管理制度健全性（分值 3 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主要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
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
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管理制度有：《福清市城管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福清市城管局内控管理制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
实施方案（试行）》、《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福清市城区道路服务保洁外包作业
考核奖惩细则》等，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本项得分 3 分。
6.制度执行有效性（分值 3 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主要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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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从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业务人员了解，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
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试行）》，每月由城管局和城投公司对城区道路
保洁情况和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评分，根据每月平均得分情况拨付保洁经费，根据
全年平均得分情况续签第二年度的保洁合同。本项扣 1 分，得分 2 分。
7.项目质量可控性（分值 2 分）
项目质量可控性评价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
福清市城投公司上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年度及月度计划，经城管局审
核批复后实施，福清市城投根据合同和实际完成工程量编制上报城区道路环卫网
格化经费月度计划，城管局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
施方案（试行）》，每月进行核查和抽查，按月、按年开展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质量考核和验收，并按照合同约定和考评得分情况拨付保洁费用。本项得分 2
分。
8.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分值 2 分）
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主要评价会计科目专项核算信息与会计核算资料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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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会计信息质量的规范执行情况。
经抽查会计资料，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未发现
不规范情况。本项得分 2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28 分）
项目产出通过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产出数量（分值 12 分）
产出数量从城区道路保洁面积、日常检查巡查次数二个方面进行评价。
（1）城区道路保洁面积（分值 6 分）
通过比较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保洁实际面积与计划数量，用以反映和考核目标
的实现程度。计划保洁面积为年度 500 万平方米。评分标准为“城区道路保洁面
积大于等于 500 万平方米。得满分；每少一千平方米扣一分，扣完为止。”
根据《福清市城管局关于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面积确认情况的函》，城区道路
环卫网格化 2020 年 6 月后核定的保洁作业面积 6,438,830.1 平方米，本项得分 6
分。
（2）日常检查巡查次数（分值 6 分）
日常巡查次数主要通过比较日常巡查实际次数与计划次数，用以反映和考核日
常巡查次数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福清市城投公司 2020 年年度考评计划》中，
每年定期检查巡查 360 次。评分标准为“年定期巡视检查次数大于等于 360 次的
得满分，每少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试行）》和每月
考评统计情况，实际完成日常巡查次数 365 次以上。本项得分 6 分。
2.产出质量（分值 12 分）
产出质量主要从城区道路保洁情况考核方面进行评价。
（1）城区道路保洁情况考核（分值 12 分）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试行）》对道
路保洁情况进行考核评分。评分标准为“统计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考核评分，年
度平均分为 95 分（含 95 分）以上为优秀,得 12 分；90-95（含 90 分，不含 95 分）
为良，得 10 分，在 85-90 分（含 85 分，不含 90 分）为合格得 8 分，85 分以下（不
含 85 分）为不合格，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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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管局和城投公司有关业务科室了解，实行三级考核,一是中标单位自行考
核,二是城投公司检查考核,三是城管局抽查考核。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
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试行）》,每月按各级对城区道路外包单位保洁情
况考评分数，城投占比 40%，城管局占比 60%，综合两级对道路保洁情况进行考核
评分，2020 年 1-11 月的平均分为 91.09 分，按实际拨款月份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1 月止平均分为 91.74 分，本项得分 10 分。
3.产出时效（分值 6 分）
产出时效指标设置完成任务及时性三级指标进行评价。
“完成任务及时性”指标通过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评分标准为“按时完成得满分；每
超 1 个月（不满 1 个月按 1 个月计算）扣 2 分，扣完为止。”
经核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按计划分日、按月完成进度，年度范
围内已按时完成各项保洁任务工作。本项得分 6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分值 30 分，得分 28 分）
1.社会效益（分值 6 分）
社会效益通过维护城市健康发展情况和新增就业人数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维护城市健康发展情况（分值 3 分）
通过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是否能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进行评
价，用以反映和考核对城市建设贡献的程度。评分标准为“效果显著（3 分）；效
果较显著（1-3 分）；效果不明显（0 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
城市道路保洁越来越重要，实行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管理，才能保证城市的健康
发展和宜居和谐。2020 年福清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区道
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的社会效果显著。本项得分 3 分。
（2）新增就业人数（分值 3 分）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新增就业人数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
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社会效益。评分标准为“新增就业人数大于 800
人，得 3 分，小于 500 人，按实际人数/800 人*3 分=实际得分。
根据《2020 年城管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福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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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新增就业人数约 935 人，社会效益显著。本项
得分 3 分。
2.经济效益（分值 6 分）
社会效益通过项目招标节约率和每平方米保洁费用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1）项目招标节约率（分值 3 分）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项目招标节约率进行评价，用以反映
和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经济效益。评分标准为“招标节约率大于 10%，
得 3 分，小于 10%，不得分”。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四个片区招标价为 8387.33
万元(一年)，中标价为 6794.92 元，资金节约率 18.99%为，总体来讲经济效益效
果较显著。本项得分 3 分。
（2）每平方米保洁费用（分值 3 分）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中标价每平方米保洁费用单价与自
管片区平均单价进行对比，用以反映和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成本节
约情况,评价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评分标准为“每平方保洁费用小于自管片区平
均单价，得 3 分，大于自管片区平均单价，得分 0 分。”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四个片区中标价为 6794.92
元(一年)，按招标的保洁面积为 414.87 万元平方米（京东环城 129.30+外包三片
区 285.57）,每平方米单价为 16.38 元,城投公司自管片区道路保洁的平均单价为
16.8 元，每平方米节约 0.42 元,本项得分 3 分。
3.可持续影响（分值 6 分）
可持续影响设置服务保障区域人口数量三级指标，通过对比历年服务保障区
域人口数量是否有所增长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
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评分标准为“可持续性效果显著（6 分）；可持续性效果较
显著（1-5 分）；效果不明显（0 分）”。
根据福建省对外公布信息，福清市 2020 年户籍人口 1,396,657 万人，城区人
口 340099 人；比 2019 年略有增加，可持续性效果比较显著。本项得分 6 分。
4.服务对象满意度（分值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设置公众满意度三级指标，通过公众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经费项目工作成效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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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公众满意度。评分标准为“满意度≥95%（10 分）；90%≤满意度﹤95%（8
分）；85%≤满意度﹤90%（6 分）；80%≤满意度﹤85%（4 分）；满意度﹤80%（0
分）。”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针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涉及的公众进行实地发
放问卷调查表 50 份，收回 50 份（问卷调查表见附件一），问卷调查结果为公众
满意度 97.6%。本项得分 10 分。

五、主要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成效
1.城区环卫网格化工作全面发展，助力文明创城工作
严格落实城区环卫网格化各项环卫保洁工作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有力推动
环卫工作持续稳健发展。现城区环卫网格化分为 5 个片区，总作业面积增至 645
万平方米，环卫网格范围全面拓展；环卫智能化系统有效提高监管水平。
2020 年是文明创城的决胜年，为全力保障文明创城工作，在创城期间，管理
员进行全天候包干制路面巡查督查工作；对创城必检的 19 条道路，要求网格作业
单位全面强化清扫、清运、清洗频率，道路清洗工作由原来一周三次增加为一周
七次；增加重点路段人工保洁力度，保洁员增加投入约 200 个，较现有人数增长
20%；按照创城新标准，紧急更换约 1500 个四分类垃圾桶及 226 个果皮箱；全力
配合市城管局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办法及考核评分，针对创
城检查路段设立道路数据库，常态化实行“模拟创城测评”考评制度，为全面做
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保驾护航。
2.高效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由城投公司环卫部负责福清医院新感染病区项目环卫保洁工作。
因疫情突发，任务时间紧迫，环卫部积极配合集团工程部及各相关单位工作，坚
守岗位调派车辆及人员，全力保障工地保洁及清运工作。在近一个月的工程建设
冲刺过程中，累计调度 511 名工人、68 部环卫车辆不分昼夜、高效保障项目地环
境卫生及建设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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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动，高效落实上级交办的各项防疫举措。在新冠疫情形式最为严重的
阶段，及时召开各级视频会议部署防疫有关工作；组织各作业单位对城区环卫保
洁道路消毒；积极落实废弃口罩专用桶投放工作；安排专人摸排城区约 1000 名环
卫工人身体状况；要求各个作业单位密切关注从疫情高发区域复工的环卫工人，
做到一人一档，并安排专人跟踪；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购置口罩、消毒液、酒精等
防护用品，通过一系列的防护措施，确保城区一线作业人员身心健康，打好疫情
防控战役。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不合理
2019 年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部
分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不合理，其中：年度目标设置不完整，如产出中没有设置
质量目标；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如“产出指标-成本指标”设置为预算执行率大
于等于 95%。
2.票据使用不规范，部分补充协议没有执行时间条款。
在检查城管局会计原始资料时，发现 2020 年上半年福清市城投公司向福清市
城管局申请道路保洁经费和管理费时，存在使用普通收款收据代替正式发票现象；
部分城区道路保洁服务外包在新增保洁面积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注明具体执行
时间条款。
3.城区道路实际面积与保洁面积内涵与外延有交叉现象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在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时，可研报告有
体现城区道路的实际面积和保洁面积，但在签订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时，只体现
道路实际面积。
4.本市部分工程车辆无净车上路
本市多数建筑工地洗车台形同虚设甚至无洗车台，工程作业车辆随意进出，
导致工地周边及附近路段渣土滴洒漏现象严重，甚至部分路段如东大路、福政路
等工地周边非机动车道均积满大量泥土砂石。施工单位偶尔象征性清洗，对污染
路面随便一冲了之，整个道路依然是泥水路。为维护环卫工作成果，大部分滴洒
漏情况或泥水路只能由城投公司出动大量人力物力先行清洗，但因污染频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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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范围较广，有时无法常态化清洗。
5.部分社区、城中村、物业、企业垃圾投放及清运不规范
社区、城中村、物业、企业垃圾投放普遍存在以下现象：一是将破旧、污损
垃圾桶摆放在城区网格内人行道或村口；二是将大量垃圾直接倾倒在主干道设立
的垃圾桶内；三是有物业小区清运垃圾时，大部分都是将垃圾桶集体拖到网格路
段上进行清运。以上情况若其聘请的清运人员及时清运，还仅仅是每次清运结束
时污水横流垃圾沿路飞舞等着城投公司进行兜底；清运人员因个人原因当天无法
及时清运，也经常无后备力量补上，将造成城区主干道可能存在垃圾成山的问题，
有损市容市貌。

六、改进建议
（一）组织绩效管理培训
组织绩效管理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技能水平，逐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不断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合理编制预算，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做好
预算管理的首要工作。建议在申报绩效目标时，认真设计每一项绩效指标并确定
指标值，做好绩效监控记录、绩效自评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积极配合财政部门
监督，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二）加强票据管理，遵守合同签订有关规定
福清市城投发展公司是属于企业性质，不论是自管片区和代管外包片区的保
洁经费和管理费，构成企业的收入，按规定应缴纳有关流转税收和企业所得税收，
在向城管局申请财政拨款时，应按规定使用正式税务发票；因原合同情况发生变
化，签订补充协议时，应增加执行时间条款。
（三）加强道路面积和保洁面积的勘测数据对比与监督管理
在制作招标文件和签订外包合同时，测算每平方米保洁费用时，应规范保洁
费用与城区道路面积对比计算出的单价，一般情况下，勘测院实际勘测的城区道
路实际面积大于保洁面积，如果测算每平方米保洁费用在招标前后口径一致，不
存在问题，如果前后交叉，可能存在漏洞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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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取多措并举，预防工程车辆无净上路
一是请求市城管局属地中队对在建工地出入口及周边增加督察、执法力度，
对无净车上路、满载溢出后斗、车身或轮胎带泥的车辆均按相关规定处罚；二是
对污染情况较轻的工地，要求施工方自行安排车辆清洗，路面清洗结果由相关单
位进行验收，确认合格后予以通行上路；三是联合天网监控，将沿途撒漏大量石
子、水泥等污染物的车辆，按市容管理条例进行处罚。
（五）理清城区道路外包片区、城投自管片区与居住区物业等各个承包单位
的保洁责任
一是规范社区、物业等单位垃圾桶摆放，强制要求单位将垃圾桶摆放在各自
责任区域内，不得摆放在主次干道周边；二是对于实在无处可摆放对临街摆放在
网格内的垃圾桶必须喷上明显标识，以区分环卫网格内垃圾桶；三是引导各单位
商铺、住户产生的生活垃圾投放在各单位设立的垃圾桶内，不得为了省事，直接
将自己的垃圾桶设立在隐蔽处或直接上锁不予使用，导致商铺、住户不得不将生
活垃圾投放至主次干道的零星垃圾桶内；四是规范责任区地方垃圾清运工作，要
求各单位在其内部进行垃圾清运，只有自己责任区造成污染，各单位才会真正去
落实优化垃圾清运；五是对故意偷换垃圾桶的单位，建议出具较高处罚的条例代
替口头警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报告仅供福清市财政局参考使用，绩效评价不能减轻项目单位和其他有关
部门的责任。
附件一：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满意度调查问卷
附件二：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
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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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项目
满意度调查问卷
尊敬的填表人：
我们接受福清市财政局委托，正在对 2020 年度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
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为了充分了解该项目的产出效益，现需进行该项目满意度
调查，敬请配合，不胜感谢！

福建征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1 年 11 月 3 日
姓名（可匿名）：
序
号

填写日期： 年
标准
分数

调查项目

1

您了解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情况吗？（非常了解
10 分；很了解 6-9 分；一般 1-5 分；不了解 0 分）

10

2

您认为近年来福清市城区道路清洁情况是否明显改善？（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0 分）

10

3

您是否看到路面有很多果皮、烟头等未及时清理的卫生死角？
（较多 0 分；较少 6-9
无 10 分）

10

4

您看到是否在道路保洁时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安全事故？
（是 0 分；否 10 分）

10

5

您看到是否存在路面积水、积淤不畅通情况？（是 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10 分）

10

6

您认为目前福清城区道路环卫保洁作业过程中机械化程度的提
高是否明显？（明显提高 10 分；有所提高 6 分；较小变化 3 分；
没有变化 0 分）

10

7

您看到道路上实施保洁的工人施工时是否保持环境工作现场作
业标志明显，工具堆放整齐？（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0 分）

10

8

您觉得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项目对城市建设维护有无重
大作用。（是 10 分；较好 6-9 分；一般 1-5 分；否 0 分）

10

9

您认为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项目是否存在不足之处？（存在 3 项
及以上 0 分；存在 2 项 1-5 分；存在 1 项 6-9 分；不存在 10 分）

10

10

您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项目实施是否满意？（很满意 10 分；
满意 6-9 分；一般 1-5 分；不满意 0 分）

1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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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月

日
备注

如存在，请
列举

附件二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分值表
一级指标 二级 分值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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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划分原则 ；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
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3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根据福清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2018〕29号、〔
2019〕21号、〔2020〕44号、2020〕120号文件精神、福清市城区道路清扫保洁环卫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福清市城投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明确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新一
轮招标方案的请示 》（融城投【2019】737号）等立项，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 、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

3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
项目申请 、 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
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
况。
效评估、集体决策。
一项不符扣1分。

3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根据上级通知要求和招投标程序和规定 ，由福清市城
投发展有限公司组织 ，由福建省闽招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代理招标 ，福清市城投发展有限公
司与中标单位签订道路保洁合同 ，由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统筹全市城区的道路环卫网
格化管理、维护、运营工作。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 ，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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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 ，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
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
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
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2

检查福清市城管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年度目标设置不完整 ，如产出中没有设置质
量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评价要点：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
、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
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
一项不符扣1分。

2

检查福清市城管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 ，如“产出指标-成本
指标”设置为预算执行率大于等于 95%。成本指标应反映实现目标的情况下 ，实际使用成
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设置为大于等于95%，若实际使用成本超过计划成本 ，反而达标。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评价要点：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
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
学性、合理性情况。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
一项不符扣1分。

2

项目预算资金需求应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进行预测 ，福清市城管局在实际工作中 ，根据
上年度（2019年度）资金使用情况，预测2020年度资金需求情况 ，2020年实际支付8410.7
万元，2020年预算金额9008.58万元，结余597.88万元，实际与预算有差距 。

资金分配合理性

4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 ，与 评价要点：
补助单位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 ，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
况。
一项不符扣2分。

3

福清市城管局在实际工作中 ，根据合同金额和新增道路面积和中标单价及下浮率 ,分配
2020年度资金需求，资金分配较合理。

资金到位率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 ，用以 1.资金到位率≥100%，得3分；
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 2.90%≤资金到位率﹤100%，得2分；
总体保障程度。
3.80%≤资金到位率﹤90%，得1分；
4.资金到位率﹤80%，得0分。

3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年初预算安排8410.7万元，10月份本级财政追加预
算597.88万元，预算安排共计9,008.58万元，已全部下达到预算单位 。资金到位率=（实
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9008.58/9008.58 ）×100%=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2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拨付方式
及时到位（2分）；未及时到位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未及
和拨付周期，资金足额及时到位 ；若未
时到位并影响项目进度 （0分）。
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

1

。福清市城管局2020年支付福清市城投公司 2019年12月合同款730.27万元，2019年11月合
同结算差额157.64万元，支付2020年1-11合同进度款7522.79万元，2020年11月部分经费
和12月结转下年支付 。福清市城投公司支付给四个中标单位差距保洁支出为 6,491.27万
元。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1.预算执行率≥95%，得3分；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 ，用以
2.90%≤预算执行率﹤95%，得2分；
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
3.80%≤预算执行率﹤90%，得1分；
4.预算执行率﹤80%，得0分。

2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第一至第四季度进度款实际支出 8410.7万
元。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8410.7/9008.58 ）
×100%=93.36%。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
立项

6

立项程序规范性

决策
（20分）
绩效
目标

资金
投入

资金
管理

过程
（20分）

分值

6

8

10

预算执行率

资金
管理

10

一级指标 二级 分值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产出
时效

经核查，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资金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资金由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直接拨付至福清市城市管理局 ，符合项目预算批复规定的
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3

评价要点：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
①是否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
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 、合规、完整。
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
一项不符扣1分。

3

福清市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管理制度有 ：《福清市城管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福
清市城管局内控管理制度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
行）》、《市城投发展有限公司福清市城区道路服务保洁外包作业考核奖惩细则 》等，具
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

3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用以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
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 ③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 、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况。
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 、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
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2

经从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业务人员了解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
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每月由城管局和城投公司对城区道路保洁情况和管理情况
进行考核评分，根据每月平均得分情况拨付保洁经费 ，根据全年平均得分情况续签第二年
度的保洁合同。

项目质量可控性

2

评价要点：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 ①是否已制定或其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 ；
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 ，用以反映和考核 ②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
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 。 段。
一项不符扣1分。

2

福清市城投公司上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年度及月度计划 ，经城管局审核批复后实
施，福清市城投根据合同和实际完成工程量编制上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月度计划 ，
城管局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每月进行
核查和抽查，按月、按年开展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质量考核和验收 ，并按照合同约定
和考评得分情况拨付保洁费用 。

会计信息质量规范性

2

评价要点：
会计科目专项核算信息 ；会计核算资料 ①项目会计核算相关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
真实、完整。
②项目相关的会计核算是否规范 。
一项不符扣1分。

2

经抽查会计资料 ，福清市城管局和城投公司的会计信息真实 、完整，未发现不规范情况 。

道路保洁面积

6

通过比较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保洁实际
面积与计划数量 ，用以反映和考核目标 城区道路保洁面积大于等于 500万平方米。的得满分；每少一百
的实现程度 。计划保洁面积为年度 500 平方米扣一分，扣完为止。
万平方米。

6

根据《福清市城管局关于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面积确认情况的函 》，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
2020年6月后核定的保洁作业面积 6438830.1平方米。

6

通过比较日常巡查实际次数与计划次
数，用以反映和考核日常巡查次数目标
年定期巡视检查次数大于等于 360次的得满分，每少一次扣1分，
的实现程度。根据根据《福清市城投公
扣完为止。
司2020年年度考评计划 》中，每年定期
检查巡查360次。平均每天1次。

6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和每月考评统计情
况，实际完成日常巡查次数 365次以上。

12

统计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考核评分表 ，年度平均分为95分（含95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保洁外包
分）以上为优秀,得12分;90-95（含90分，不含95分）为良，得
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对道
10分，在85-90分（含85分，不含90分）为合格得8分，85分以下
路保洁情况进行考核评分 。
（不含85分）为不合格，不得分。

10

从城管局和城投公司有关业务科室了解 ，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项目实行三级考核 ,一是中
标单位自行考核 ,二是城投公司检查考核 ,三是城管局抽查考核 .根据《福清市城区道路环
卫保洁外包服务监管考评实施方案 （试行）》,每月按各级对城区道路外包单位保洁情况
考评分数，城投占比40%,城管局占比60%,综合两级对道路保洁情况进行考核评分 ，2020年
1-11月的平均分为91.09分,按实际拨款月份从 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止平均分为91.74
分。

6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
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
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 ：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
按时完成得满分 ；每超1个月（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扣2分，
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
扣完为止。
计划完成时间 ：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
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时间 。
比较项目实施事件与计划时间的差异情
况。

6

经核查，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按计划分日 、按月完成进度，年度范围内已按时完
成各项保洁任务工作 。

12

6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10

12

评分说明

2

日常巡查次数

产出
产出
（30分）
质量

得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产出
数量

评分标准

评价要点：
①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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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 办法的规定；
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
规范运行情况。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
一项不符扣1分，扣完为止。

过程
（20分）

组织
实施

指标解释

道路保洁考核情况

完成任务及时性

一级指标 二级 分值
指标

社会
效益

经济
效益
（30分） 效益

三级指标

分值

维护城市健康发展情况

3

新增就业人数

项目招标节约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

通过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
施是否能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进行评
效果显著 （3分）；效果较显著（1-2分）；效果不明显 （0分）
价，用以反映和考核对城市建设贡献的 。
程度。

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城市人口的数量迅速增长 ，城市道路保洁
越来越重要，实行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管理 ，能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宜居和谐 。2020年
福清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
的社会效果较显著 。

3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
新增就业人数进行评价 ，用以反映和考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大 于 800 人 ， 得 3 分 ， 小 于 500 人 ， 按 实 际 人 数
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社会效 /800*3=实际得分。
益。

3

根据《2020年城管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福清市城区道路环卫网
格化经费项目实施新增就业人数约 935人,社会效益显著。

3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施
项目招标节约率进行评价 ，用以反映和
招标节约率大于 10%，得3分，小于零，不得分。
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经济
效益。

3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四个片区招标价为 8387.33万元(一年)，
中标价为6794.92元，资金节约率18.99%为，总体来讲经济效益效果较显著 。

每平方米保洁费用

3

通过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实
施,中标价每平方保洁费用单价与自管
每平方保洁费用小于自管片区平均单价 ，得3分，大于自管片区
片区平均单价进行对比 ，用以反映和考
平均单价，得满分0分。
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成本节
约情况,评价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 。

3

福清市城市管理局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四个片区中标价为 6794.92元(一年)，按
招标的保洁面积为 414.87万元平方米（京东环城129.30+外包三片区285.57）,每平方米
单价为16.38元,城投公司自管片区道路保洁的平均单价为 16.8元，每平方米节约0.42元
。

6

6

可持
续影
响

6

服务保障区域面积和
人口数量

6

通过对比上年服务保障区域人口数量是
否有所增长进行评价 ，用以反映和考核 可持续性效果显著 （6分）；可持续性效果较显著 （1-分）；效
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是否具有 果不明显（0分）。
可持续性。

5

根据福建省对外公布信息 ，福清市2020年户籍人口 1,396,657万人，城区人口340099人；
比2019年略有增加，可持续性效果较显著 。

生态
效益

2

因实施项目造成环境
污染事故

2

考核是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情
发生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或安全责任事故 ，该项不得分。
况。

2

根据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每日工作考核评分表和调查问卷 ，没有发现重大环境污
染责任事故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10

保障对象满意度

10

通过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工
满意度≥95%（10分）；90%≤满意度﹤95%（8分）；85%≤满意
作成效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 ，用以反映
度﹤90%（6分）；80%≤满意度﹤85%（4分）；满意度﹤80%（0
和考核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满
分）。
意度。

10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针对城区道路环卫网格化经费项目涉及到公众进行实地发放问卷调查表
50份，收回50份（问卷调查表见附件一 ），问卷调查结果为公众满意度为 97.6%。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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