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新疆堆吾尔官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 丿t1+

局

会

乡

和

厅

局

局

新财挟 〔⒛21〕 40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 zOzI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

族事务委员会 (宗教事务局 )、 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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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原局,各地 (州 、市 )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 (宗教事务局 )、 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

局、林业和草原局 :

现将 《自治区 20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振兴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兽医局



附件 :

自治区 zO犭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为全面真实反映全区⒛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以下简称衔接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按照《自治区党委 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

于印发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和国家 2021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经 自治区财

政厅、乡村振兴局、发改委、民委、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

林业和草原局研究商议,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评价对象

⒛21年度安排有中央、自治区、地 (州 、市 )、 县 (市 、区 )

衔接资金和其他财政涉农统筹整合资金的 14个地 (州 、市 )、 91

个县 (市 、区 )、 欠发达国有农林牧场。

二、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资金保障、项目管理、使用成效等。绩效评价考核

指标依据评价内容设定,具体考核内容和赋分规则详见附件。

(一 )资金保障。主要评价及考核中央、自治区、地 (州 、

市 )、 县 (市 、区)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金投入规模和下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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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二 )项 目管理。主要评价及考核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包括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简称
“
县级

项目库
”)建设管理情况、项目绩效管理情况、信息公开和公告

公示制度落实情况、跟踪督促及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扶贫项目资

产后续管理情况等。

(三 )使用成效。主要评价及考核资金使用效果。包括有序

推进项目实施等工作情况、预算执行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情况、分任务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比例、统筹

整合工作成效。

(四 )加减分指标。包括加分指标 (机制创新、日常工作评

价 )和减分指标 (执行中随意调减衔接资金预算、数据作假、违

规违纪 )等。

三、评价依据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方针政策和自治区有关工作安排,中 央衔接资金绩效评价

办法和指标体系,国家和自治区财政、乡村振兴、发改委等衔接

资金使用管理部门制定的政策及规范性文件,自 治区 2021年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结果,自 治区统计部门公布的有关数

据,自 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等部门有关衔接资金反馈问题线索

相关资料,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急系统,自 治区 “
12317” 咨询服

务平台,地 (州 、市 )、 县 (市、区)⒛21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



价自评报告和印证资料。

四、评价方式

2021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由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财

政厅联合自治区发改委、民委、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林业

和草原局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一 )地县评价及考核。自治区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衔接

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办法,指导地县收集梳理数据信‘急

和印证材料、撰写自评报告,并按部门分工对地县上报的自评材

料及日常工作情况综合评价。

(二 )自 治区自评。自治区相关部门在对地县评价考核的基

础上,依据国家绩效评价办法和指标,按照部门使用管理的分任

务衔接资金,填报有关报表、收集印证资料,形成分任务报告和

汇
`总
报告,分别报送中央有关部委。

五、评价程序

(一 )地县评价考核。按照准备阶段、自评阶段、评价阶段

和结果运用阶段分步实施。

1.准各阶段(12月 9日 至 12月 10日 )。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财政厅联合自治区相关衔接资金使用管理部门,细化分任务资金

绩效评价考核内容和赋分规则。

2.自 评阶段 (12月 10日 至 12月 15日 )。 地县两级乡村振

兴、财政部门联合发改、民 (宗 )委 、农业农村、畜牧兽医、林

草等部门单位,按本通知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整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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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衔接资金管理使用相关数据、佐证资料等,逐项说明相关工作

开展情况,按衔接资金各项任务分别撰写《2021年度 xx地州(或

县市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xx任务 )绩效自评报

告》(简称
“
分报告

”),由地县乡村振兴和财政部门牵头汇总形

成 《2021年度 xx地州 (或 县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绩效自评报告》(简称
“
总报告

”),逐级报送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财政厅。

3.评价阶段 (12月 16日 至 12月 23日 )。 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财政厅委托第三方机构,采取书面审核和实地抽查的方式,

完成对各地上报的自评报告、相关数据和资料的初审工作。

4.结果运用阶段 (12月 24日 至 12月 27日 )。 自治区乡村

振兴局、财政厅等部门根据初审结果,结合日常工作表现,完成

对各地评价分值的核定工作,报 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

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审定。

(二 )自 治区自评。按照收集整理资料、填报评价指标、撰

写分任务自评报告、汇总全区总报告、上报资料等分步实施。

1.收集整理资料 (12月 10日 至 12月 16日 )。 自治区相关

部门依据国家绩效评价办法和评价内容,建立资料清单台账,全

面收集认真梳理涉及部门管理使用的衔接资金、项目有关资料。

2.填报评价指标 (12月 16日 至 12月 17日 )。 自治区相关

部门对照国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完成准确填报数据信息,组织

人员及时录入国家绩效评价监管平台。



3.撰写自评报告 (12月 17日 至⒛ 日)。 自治区相关部门分

别起草各自管理使用的衔接资金绩效评价报告,确保有关数据和

表述符合国家绩效评价办法要求。

4.汇总全区总报告 (12月 22日 至 27日 )。 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财政厅负责牵头汇总其他资金管理使用部门分报告,形成自

治区2021年度衔接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5.上报资料 (12月 27日 至 30日 )。 全区J总 报告及分项报告

经审定后,按程序报送中央相关部委。

六、工作要求

(一 )提高思想认识。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工作要求,衔接资

金绩效评价结果将与自治区、地 (州 、市 )、 县 (市 、区)党政

领导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结果挂钩,与 下年度中央、自治区衔接

资金分配挂钩,请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强化协调、密切配合,组

建专班开展工作,按时限完成相关任务。

(二 )认真制定方案。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方案要求,统筹

制定本地本部门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程序步骤、

进度安排和工作要求。

(三 )坚持目标标准。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年度目标任务,突 出工作实效和质量。

(四 )客观公正评价。坚持公正原则、公道客观,杜绝人为

干扰,保证评价考核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客观总结评价工作成效

-7-



和经验做法,准确查找薄弱环节。

(五 )遵守保密纪律。评价资料涉及保密事项的,要严格执

行保密纪律。自治区参与评价考核人员不得擅自透露评价情况。

起草绩效评价自评报告等有关材料时,不得违规引用保密资料原文。

(六 )严格报送时限。地县两级绩效评价自评报告、报表、

印证材料等 (附光盘 ),于 12月 15日 18时前由地 (州 、市 )统

一报送自治区。其中,总报告报送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厅 ,

分报告报送归口厅局,同 时抄送乡村振兴局和财政厅。

联系人: 自治区财政厅:  杨羽恩 ,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穆妮娜 ,

自治区发改委: 伊力亚斯 ·

自治区民委 : 程 序 ,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赵海涛 ,

自治区畜牧兽医局: 闫香国,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李 哲 ,

2359455

2384043

伊 力哈 木 ,2824915

2666210

2865255

8565656

5803970

附件:2021年衔接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分任务 )



附件 :

zO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10分 ,最高减30分 )+10

-30

(-ˉ ) 资金倮障 10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结构

1

地 (州 、市 )

履行艾出责任

情况

5分

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地 (州 、市〉本级预算安排的衔接资
金增幅≥0,得 5分,否则得0分 (克拉玛依市本年度本级财政预算
安排有衔接资全的,得5分 ,否则得0分 。下一年度适用全区评价
指标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抽查孑价及考核结呆等。

2
衔接资全分解

下达迸度
5分

圪 (川 、市)自 收刭白治区衔接资全文件后,在 5日 内将指标或资
全下达到有关县 (市 、区)杓 ,得 5分 ;超过5日 的,每超1天扣 1

分,扣完为止。 (相关资全文件均己印发之日为准 )

全国防返贫Ⅱ≈沉信息系统 ,自
治 区财玫 厅顸算一体化系统
等 ,毛 (川 、市 )自 评材料等

〈二 ) 项 目管理 zO分 主要评价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3
县级顼日库建

设管廷情况
4分

i匕 (州 、市)对县级莰目库建设管≡能力遣设情况,督促指导、

跟琮监沃J情况,i芭 (丿刂∷、市)县级浈目库整铃建设质量情况等。

全国防返贫监淀倌息系统 ,垲
(州 、市 )自 评材料 ,所辖县
(市 、区 )该项指标评价情况

4
项 目绩效管珏

情瓦
4分

圮 〈丿∷、市)督促指 弓县级缤彀完善项目实旄方案、△释续效目
标情况,开展跟琮J。 督、享后评价情沅等。

圯 (丿Ⅱ{、 市 )白 评材料 ,白 治
区有关拮查评份及考核结某 ,

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指
标评价情况。

5

信息公开和公

告公示制度落

实情况

4分
地 (州 、市)本级对资全分配下达及项目信崽公开情况以及有关
政策文件、规章常刂度公开情况。

全国防返贫监沉信息系统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拍查评价及考核结果,所
辖县 (市 、区)该 项指标指标
评价情况。

跟踪督促及发

现问题整改情

况

4分

1地 (州 、市)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利资全支出进度等跟踪督促情
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未完仝落实到位的冫酌情扣分。
2地 (州 、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情况,满
分 l分,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3全国12317防 止返贫监测
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12317平 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

馈问题处理情况,满分1分,根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 ,自 治
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审计
厅等部门监督检查报告`自 治
区⒓317平 台和相关抽查评价及
考核结果。

7
扶贫项目资产

管理情况
4分

地 〈州、市)扶贫项 回资产后续管理工作情况,包括组织实施、

责任落实、工作实效、系统录入等。其中:l制定地 (州 、市 )

实施意见或办法以及落实情况,建立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的组织

领导体系,满分2分 。2全国防返贫监测信忠系统数据与线下扶贫

项目资产台账一致性,满分1分 。3.地 (州、市)对县级扶贫项目
资产清查、管理安排部署情况,满分1分 。

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全国
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所辖县
(市 、区)该 项指标指标评价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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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犭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三三) 资金使用成效 70乡)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有序推进项 目

实施等工作情

况

10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施、验
收和资金艾付情况。根据自治区日常调度情况赋分,达到全区平
均进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10分 ,未达到的按比例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自
治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项 目进度
通报 ,所辖县 (市 、区)该项
指标加权得分。

预算执行率 10分

11年 以内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0%的 ,得 5分 ;85%100%之
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亍85%,得0分 。2卜 2年 的资全预算执
行率达到10镪 ,得4分 ;95肛 10隅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
9眦,得 0分 .3不存在2午 以上的资全结转结余情况,得 1分 ,存
在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州 、市)自评材料。

巩固拓展兢贫

攻坚成某情况
(没有任务的

之厂,对应分

值谓整乏其t
指标 )

8分
防尘返贫监测对象押扶扶效某,得 4分 ;芜 (9·丬、市 )胱贫县农村

居民人均可艾配攻入水平或增逵高于全圮区平均水平妁,得 4分 .

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 ,白 治

区统计部门稆关数据 ,自 治 区

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结呆,所辖

县 (市 、区 )该 项指标加权得

分

分仨务资全使

用效益
20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根据
=查

项目情况斌分
。评价及考核内容乞括拄查项目实际完成仨务量是否达刭绩效日
标中报约仨务量、衔按资全用途是否突镀管乏办泫。产业类项 目
是否萌确联农带农机剀、是否优先覆盖防上返贫Ⅰ钅罚对象、往年
项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等;基Ⅰ茔设施类项目质量是否达到相应标
准、后续管护是否存在问题等;其他项目是否实玩预期目标。

圯 (” 、市 )自 评材料,自 治
区棺关部门统计数捃和评价结

果,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

标指标评价情况。

中央财政衔接

资金安排用于
产业的比例

7分

12∞⒈⒛25年度,地 (州 、市)使用中央衔接资全用于产业的比
例分别≥50%、 55%、 60%、 65%、 70%,达刭比例的得5分 ,否则按
每低于l个百分点扣1分 ,扣完为止.2中央衔接资全用于产业的
比例不低于上年度比例的,得 2分 ,否则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某等。

统筹整合工作

成效 (适用于

有国家级脱贫

县的地州,其
余地州的对应

分值调整到其

他指标 )

15分

1推进落实统筹整合工作情况。及时完成部署推迸工作,开展政
策培训,备案整合方案 (及时性和方案质量),定期报送整合资
金规模,满分8分 ,部分未完成的酌情减少。2.已完成艾出的资金
规模占已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到80%(含 )以上的,得7分,不足
摈比例得分。3~对发现整合资金用于负面清单以及干扰整合等问
题,视问题轻重程度,每起扣0.⒌ 1分。

州

市

况

(
(
清地

县

价

市〉自评材料,所辖
区 )该项指标指标评

(彐E〉 加减分
-30

机制创新 最高加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各方
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地 市)自 评材料



⒛zI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日常工作表现 最高加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地 (州 、市)落实自治区日常工作

情况。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财政厅对
各地日常工作评价。

执行中随意调

减衔接资全预

算

直接扣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地 (州 、市〉本级安排的衔接资金预算在执
行中调减的,直接扣5分。

地 (州 、市 )预算报告及预算
指标数据、自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17 数据作假 畜接扣10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地 (州 、市)中央、自治区
有关部门跟踪谓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时,提供的数据
资料真实性、准费性,妇通过各类监督检查发玩弄虚作假的,直
接扣减10分 。

圯 (州 、市 )自 评材料,自 治
区有关监督检查和抽查结果等

违短违纪 最高扣15分

该指标为诫分指标。主要评价白中央、自治区审计、贮攻日常监
管和专项检查、纪捡芝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债用衔接资全的情
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嫔介拔露钓、经核实的问题),视检查查±
违纪违规河题及整玫情况扣分。中央、自治区领寻同忘傲空过扌L

示的,经查实为衔接资全突±F题的,葺接扣减15分 。

自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财
玫厅、乡村振兴局各类竺督检
查报眚 ,汀i辖县 (市 、区)该
项指标加权得分

-11-



zO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戍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 10分 ,最高减30分 )

(—-) 资金保障 5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结构

1
县 (市 、区)履行

支出责任情况
5分

35个脱贫县连续两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全 (原挟贫资全 )

约,得 5分 ;姒个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县 (市 、区)本年度
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衔接资全增福≥0,得 5分 ;其他县 (市、区〉
本年庋本级财玫顶算安排有衔接资全的,得5分 ;否则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袄J信 息系统,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杲等。

(△二) 项目管理 30乡分 主要评价顼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2
县级项 巨库建设管

埕情况
5分

包括项目入库是否及时充分、程序是否胡范、项目库各项要素内容
是否完整准镌详实,以及衔接资全、整合资全是否用于顶巨库之外
约质目等,稂捃抽查项目 〈每县随机抽查3个⒛21年度项 日资料 )

得分比例扎减 .

全Ξ防返贫坐浏信息系统,县
(市 、区)刍 评材料 ,奎 治区

有关扣查评价绔呆等。

3 苏 目绩效管座情况 5分
`价

内容包括犭Ξ实旄方案诱獍绩效 巨标情沅、亓展尿踪坐督情沅
、事后评价请况等 (每县随机抽查3个⒛21年度顼 目资料 )。

全国防返贫竺讧信息系统,甚
〈市、区)-评材料,± 治区

有关扫查评价绔果等。

4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

示制度落实情况
5分

l县级按耍求及时公开资金分配结果、项吕库、资全项目年庋计划
等,得 2分 ,未完整准确公开的酌情扣分;2村级根据实地抽查项
目落实公开公示耍求的,按比例赋分,满分3分。 (每县随机抽查3

个2∞ 1年度顼目资料 )

全国防返贫监浏信息系统,县
(市 、区)自 评材料 ,白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5
跟踪督促及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
5分

l县 (市 、区)定期开展项 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迸庋等跟踪督促情
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 2分 ;未完全落实到位的,酌情扪分。
2县 〈市、区)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情况,满分
2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3全国12317防 止返贫监测和乡
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12317平 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

题处理情况,满分1分,根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县 (市、区)自评材料,白 洎
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审计
厅等部门监督检查报告,自治
区12317平 台和相关抽查评价
及考核结果。

6
年度项 目计划管理

情况
5分

评价内容包括年度项目计划审批备案的及时性,程序规范性、项目
实施方案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等;项 目实施是否符合政府采购
、招投标等相关管理规定:项 目是否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建设、推
进;以及衔接资金、纳入整合方案的其他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是否用
于年度项目计划之外的项目等。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县
(市 、区)自评材料 ,白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



20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7
挟贫项目资产管理

情况
5分

扶贫项目资产系统录入质量;经营类资产利益连接机制建立和执行

情况;公益类资产管护责任落实情况。其中:1县市制定实施意见

或办法以及落实情况,建立分⊥明确、密切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 ,

以及对挟贫项目资产清查、管理安排部署情况,满分1分。2全国

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数捃与线下挟贫项目资产台账一致性,满分1

分。3每县随机抽查2个经营类资产、1个公益类资产资料,查看资

产运营、收益分配情况 (合同或协议、运营方案和风险防控方案、

收益分配方案)和管护情况 (资产管护方案),满分3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县
(市 、区)白评材料,白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E三 ) 资金使用成效 65乡y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8
有序推逆项 目实旄

等⊥作情况
10分

主要通过支圭逆庋评价及考核有序推送项 目前耗、组织实旄、验收

矛L资 全支付情况。根捃 奎治区匚常涓庋情沅斌分 ,达到全区平均违

庋或者序时迸庋约,得 10分 ,未达裂的按比汐J扎 分。

全国防返贫尘浏信息系统,自
治区有关资全支付和项目过庋

逞报。

9 顶算执行率 10分

l1年 以内的资佥≡算执行率达豇10眦约,得5分 ;85%10α乏闫 ,

按比例得分;执行率恁于85%,得 0分 .2卜2年 钓资全顶算执行率

达劲10悌 ,得钅分;95⒈ 10眦乏闫,按之忸荇分;执行率低于95%,

得0分 。3不存在2年 以上约资全缤转缤佘情沅,得 l分 ,存在得0分

全鬲坊返贫兰汰信息系统 ,

(市 、区)圭 评材料。

巩固拓展脱贫玫坚

成果情况 (没有任

务的县市,对应分

值调整到其他指

标 )

8分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帮挟挟效果,得 4分 ;坨 〈州、市)脱贫县农村

厝民人均叮支配收入水平或J曾速高于全地区平均水平的,得4分。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自 治

区统计部门相关数捃 ,白 治区

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结果 .

分任务资金使用效

益
15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根据抽查项目情况赋分
〈每县随机抽查3个20z1年度项目资料 )。 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抽

查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是否达到绩效目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金

用途是否突破管理办法。产业类项目是否明确联农带农机制、是否

优先覆盖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往年项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等;基础

设施类项目质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后续管护是否存在问题等;其
他项目是否实现顶期日标。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自治

区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和评价结

果。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安排用于产业的比

矽刂

7分

1202⒈2025年度 ,甚 (市 、区)使用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

例分别≥50%、 55%、 60%、 65%、 70%,达到比例的得5分,否则按每

低于1个百分点扣 1分 ,扣完为止。2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

不低于上年度比例的,得 2分 ,否则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县
(市 、区)自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 13—



20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统筹整合工作成效
(适用子国家级脱

贫县,其余县市对
应分值调整到其他

指标 )

15分

1.推进落实统筹整合工作情况。及时完成部署推进工作,开展政策
培训,各案整合方案 (及时性和方案质量),定期报送整合资金规
模,满分8分 ,部分未完成的酌情减少。2己完成支出的资金规模
占己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到80%(含 )以上的得7分 ,不足按比例得
分。3对发现资金用于负面清单、干扰整合问题,视问题轻重程
度,每起扣卜2分。

县 (市、区)自 评材料,白 治
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五 ) 加减分

机刳仓J新
最高加 5

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全分配、佼月、鉴管等各方百
的祝割创新诘况。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

15 口常⊥作表现
最高加5

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甚 (市 、区)落实台治区口常⊥作情
沅。

白治区乡村振兴局、财致厅对

各圮 E常工作评价。

执行+琏意谓减衔

铵资仝顶算

葺接扣减

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 .县 (市 、区)本年庋本级财玫安扦的穹接资全
顶算在执行+诣减约,肓接打5分 。

县 (市 、区)顶算报告及顶算

指标敖捃、刍评材利Ⅱ 纟治区

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杲等。

17 数捃作饯
葺接扎
10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县 (虍 、区)+央 、刍治区有
关部门尿琮请庋数菇私年木上报绩效台评材料时,提供的数捃资料
真实性、准镌性 ,奸逞过各类兰督检查发玩弄虚乍馁约,育接扣诫
10分 .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查 治

区有关尘督检查和扫查绔果等

违规违纪
最高扣
1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中央、自治区审计、财玫 日常监管
和专项检查、纪检鉴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使用衔接资金的情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问题 ),视检查查出违纪

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中央、白治区领导同志做出过批示的 ,

经查实为衔接资全突出问题的,直接扣减 L5分 。

白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财

政厅、乡村振兴局各类监督检
查报告。



⒛zI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以工代赈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100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10分 ,最高减30分〉+10

-30

(--) 资金保障 10.℃卜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
用结构

1
地 (丿刂|、 市〉履

行支出责任情况
5分

有巩回拓展脱贫玫坚任务的地 (州 、市)本级预算安排

的衔接资金增福≥0,得 5分 ,否则得0分 (克拉玛依市本

年度本级财玫预算安排有衔接资全的,得 5分 ,否则得0

分。下年度开始适用全区评价指标 )。

全 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

关拍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2
衔接资金分解下

达进度
5分

地 (川 、市)自收到自治区衔接资全文件后,存 5日 内将

指标或资全下达到有关县 (市 、区)的 ,得 5分 :超过5

日的,每超 l天扣1分 `扣完为止。 (柜关资全文件均己

印发之彐为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自 治
区财致厅预算一体化系统等,地
(州 、市)自 评材料等。

(二二) 项目管理 20夕〉 主要评价项 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3
县级项目库建设

管埕情况
5分

艽 (州 、市)对县级项目库建设管莛能力建设情况 ,督
促指导、跟琮竺识刂情况,圮 (州 、市)县级项 目库整体

建设质量情况等。

全国防返贫竺沉信息系统 ,圮
(州 、市 )自 评材料 ,所辖县
(市 、区)该莰指标评价情况。

4
项目绩效管理情

况
5分

地 (州 、市)督促指导县级编制完善项目实施方案、明

确绩效目标情况,开展跟琮监督、事后评价情况等。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所辖
县 (市 、区)该项指标指标评价
情况。

5

信息公开和公眚

公示制度落实情

况

5分
地 (州 、市)本级对资金分配下达及项目信息公开情况

以及有关政策文件、规章制度公开情况。

全 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

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所辖县
〈市、区)该项指标指标评价情

V瓦。

6
跟踪督促及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5分

1.地 (州 、市)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

踪督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 ;未完全落实到

位的,酌情扣分。2.地 (州 、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

发现问题整改到位情况,满分2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

扣减少。3全国12317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12317平 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处理

情况,满分1分,根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地 (州 、市〉自评材料 ,自 治区

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审计厅等

部门监督检查报告,自 治区12317

平台和相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

(三 ) 资金使用成效 zO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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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犭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以工代赈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7
有序推进项目实
施等工作情况

20乡分

主要通过支出迸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

实施、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 自治区日常调度情况

赋分,达到全区平均迸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zO分 ,未
达到的按比例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自 治

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项 目进度通

报 ,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

加权得分。

8 预算执行率 20夕〉

1.1年 以内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0%的 ,得 10分 :85%-
10鸲之间,按比矽J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 。2.⒈ 2

年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隅 ,得5分 ;95咿 lO0%之间 ,

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95%,得 0分 。3不存在2年 以上

的资全结转结佘情况,得5分 ,存在得0分 。

全 国防返贫监浏信息系统 ,

〈州、市)自评材料。

9
分仨务资全伎用

效益
30乡分

根据扫查项 目情况斌分。扫查以工代裱顼目向当圮务工

群众发放劳务报酬的资全占比是否达到规定标准,全部
达到的得20分 ,否则每发现l个苡冂未达到发放比例扣5

分 ,扣完为止:扫查项 目可研报告 (实旄方案 )、 项目
概算 (预算 )表、竣工验收报告中是否体现劳务报卧发
放标准、额度,并及时公示发放情况.全部符合要求的
名鼻1n〖、^

地 (川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和评价结果。

(IL) 加减分

机钊创新
最高加

5分

该指标为方Π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全分舀E、 佼用、竺

管等各方面的机刳仓J新情况。
圪 (丿∷·I、 市)自评材料

11 日常工作表现
最高加
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地 (州 、市〉落实自治区
日常工作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日常
工作评价。

9
乙

执行中随意调减

衔接资金预算

直接扣
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坨 (州 、市)本级安排的衔接资全
预算在执行中调减的,直接扣5分。

地 (州 、市)预算报告及预算指

标数据、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
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数据作假
直接扣
10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地 (州 、市)中央
、自治区有关部门跟踪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
料时,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如通过各类监
督检查发现弄虚作假的,直接扣减10分。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监督检查和抽查结果等。

14 违规违纪
最高扣
1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中央、自治区审计、财
政 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纪检监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

使用衔接资金的情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

核实的问题 ),视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
分。中央、自治区领导同志做出过批示的,经查实为衔
接资金突出问题的,直接扣减15分。

自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财政
厅、乡村振兴局各类监督检查报
告,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
加权得分



⒛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以工代赈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 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10分 ,最高减30分 )=10

(一 ) 资金保障 5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结

构

l
县 (市 、区)履
行支出责任情况

5分

35个脱贫县连续两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金 (原扶贫资
全)的 ,得 5分 ;狃个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县 (市 、

区)本年度本级财政顶算安排的衔接资全增幅≥0,得 5分 ;

其他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玫顸算安井衔接资全的,得 5

分;否刑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二二〉 项 目管理 30分 主要评价顼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县级项昌库建设

管瑾情况
5分

包括项 E入库是否及时充分、程序是否顿范、项 目库各项要

素内容是否完整准骋详实,以及衔接资全、整合资金是否用

于项 目库之外约莰 目等 ,根捃扫奎示 吕 (每县随机牡杳 3个
⒛21年度顼 目资料 )得分比钶扎减 .

全亘防返贫竺以j信 息系统 ,

县 (市 、区)奎 评材料 ,圭
沧区有关扫查评价结果等。

3
冻 目绩效管廷情

∶̌
`∶

5分

评价

^容
包扦层 巨实汔方案旷唉绩效 目标情况、开展碌琮尘

督冶沅、享后评价情沉等 (每县随机抽查3个2021年度顼 目资

料〉。

全冥防返贫竺l/信 息系统 ,

县 (市 、区)刍 评材料 ,亠
治区有关扫夸评价绔杲等。

信息公开和公告

公示制度落实惜
/Ju

5分

1县级按耍求及时公开资金分琵结杲、项日库、资全项目年

庋计划等,得2分,未完整准确公开的劢情扣分;2村级根据

实垲抽查项目落实公开公示耍求的,按比例赋分,满分3分 。
(每县随机抽查3个20z1年度顼目资料 )

全国防返贫尘沈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 ,自
治区有关拙查评价结果等。

5
跟踪督促及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10分

1县 (市 、区)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督

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 5分;未完全落实到位的,酌
情扣分。2县 (市 、区)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

到位情况 ,满分4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3全国
12317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12317平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处理情况,满分1分 ,根据未

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 ,自
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

审计厅等部 门监 督检查报

告 ,自 洎区 12317平 台和相

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

年度项目计划管
理情况

5分

评价内容包括年度项目计划审批备案的及时性,程序规范性
、项目实施方案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等;项 目实施是否
符合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相关管理规定:项 目是否按照批复
的实施方案建设、推进;以及衔接资金、纳入整合方案的其

他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是否用于年度项目计划乏外的项目等。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E三 〉 资金使用成效 65哆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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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z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

以工代赈任务 )

区 )

序 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7
有序推进项目实
施等工作情况

⒛ 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施
、验收和资全支付情况。根据白治区口常调度情况赋分,达
到全区平均迸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20分 ,未达到的按比例
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自治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项目

进度通报。

8 顸算执行率 15分

11年 以内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挑 的,得 10分 ;85咿 1009c

乏问,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 。212年的资金
预算执行率达到10隅 ,得 3分;95肛 10隅之间,按比例得分 ;

执行率低于95%,得 0分。3不存在2年 以上的资全结转结余情
况,得2分,存在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

9
分任务资全使用

效空
30哆扌

稂捃拍查顼臣情况斌分 (每县随机抽查不少于3个zO21年度顼
目资料 )。 抽查以工代振项 目砖J当垲务⊥群众发放劳务报黜
的资全 占比是否达乏兢定标准 ,全部达乏的得20分 ,否刑每
发现 l个 莰 目未达歪刂发放比例扣5分 ,扣完为止 ;抽查项 目可
砑报告 (实旄方案 )、 项 目概算 (顶算 )表 、竣工验攻报告
屮是否体玑劳务报鄂发放标准、祯庋 ,并及时公示发放惜况
。全部符合要求的得10分 。

县 (市 、区)圭 评材料 ,刍
治区耜关部门统计数捃和评

价结果。

(彐i) 加减分

-10

-30

10 机气△新
最亮

方Ⅱ分

该指标为汀分指标 .主要考核衔接资全分重E、 伎月、尘管等
各方百的机钊雹j新情况。

甚 (京 、区)白 评材料

11 日常工作表现
最高

加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 .主要考核县 (市 、区)落实白治区日常
工作惜况。

白治区财玫厅、乡村振兴局
口常⊥作评价。

执行十随意调减

衔接资全预算

苜接

扣减 5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玫安排的衔
接资金顶算在执行中涓诚约,直接扣5分 。

县 (市 、区)顶算报告及顸
算指标数捃、自评材料 ,白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数据作假

直接

扣10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县 (市 、区)中 央、白
治区有关部门跟踪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时,提
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如通过各类监督检查发现弄
虚作假的,直接扣减10分。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监督检查和抽查结
果等。

违规违纪 鼯
扌囗̄

5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中央、白治区审计、财政 口
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纪检监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使用衔接
资金 的情 况 (包 括 内部 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 的 问
题 ),视 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中央、自
治区领导同志做 出过批示的,经查实为衔接 资金突出问题
的,直接扣减15分。

白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

财政厅、乡村振兴局各类监

督检查报告。



⒛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分

况

得

情

合计
100 基础分lO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3分 ,调整指标最多减

30分 )-30

资金保障 10哆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

使用结构

l

地 (少 H、

市)履行

支出责任
情况

5分

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仨务的地 (州 、市 )本级预算安

排的衔接资全增幅Σ0,得 5分 ,否则得0分 (克拉玛依

市本年度本级财政预算安排有衔接资金的,得 5分 ,否
则得0分 。下年度开始适用仝区评价指标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各 地
(州 、市)上报白评材料,自 治区

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2
衔接资全

分解下达

迸度

5分

地 (州 、市)自 收到白治区衔接资全文件后,在 5日 内

将指标或资全下达到有关县 (市、区)的 ,得5分 :超
过5日 的,每超 1天扣 1分 ,扣完为止 (相关资全文件均

已印发之彐为准 )。

全国防返贫竺讯信息系统,自 治区

财玫厅预算一体化系统等 ,各圪
(川 、市〉上报自评材料等。

顼 目管理 30分 主要评价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县级茨目

库建设管

瑾情况

8分

圮 (州 、市〉对县级项目库建设督促指导、跟琮竺识J

情况,北 (州 、市 )县级茨 目库整体建没质量情说等
。根据扫查苡目 (每个地、州、市随机抽查3个 zO21年

度项 目资料)得分比饣J拍减。

仝国防返贫竺沉信窟、系统 ,各圮
(川 、市)上报自评材料,自 治区

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果,所辖县
(市 、区)该莰指标评价情况。

4 顼目绩效

管瑾情况
4分

地 (州 、市)督促指导县级缤钊完善扶贫项 日实旌方

案、明睫绩效 目标情况,开展跟踪监督、事后评价情

况等。 (每个地、州、市随机抽查3个 2021年度项目资

料 )

各毛 (州 、市)上报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及考核结果,所
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指标评价
情况。

信息公开

和公告公

示制度落

实情况

4分
地 〈州、市〉本级对资全分配、下达及项目信息公开

情况以及有关玫策文件、规章制度公开情况。 (每个

地、州、市随机抽查3个zO21年度项目资料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

评价及考核结果 ,所辖县 (市 、

区)该项指标指标评价情况。

6

跟踪督促

及发现问

题整改情

况

4分

l地 (州 、市)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

踪督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 ;未完全落实

到位的,酌情扣分。

2地 〈州、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情况,满分1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

3全国⒓317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

l” 17平台”)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处理情况,满
分I分 ,根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各地 (州 、市)上报自评材料,自
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审计厅、自治
区民委 (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监督

检查报告,自 治区⒓317平 台和相

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

7

有序推进

项目实施

等工作情

况

】0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

织实施、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 自治区年中和年

末调度情况赋分 ,达刭全区平均进度或者序时进度

的,得10分 ,未达到的按比例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自 治区

有关资金支付和项目季进度报表 ,

所辖县 (市、区)该项指标加权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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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分

况

得

倩

资金使用

成效
60乡分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8
预算执行

率
15分

1~1年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的 ,得 8分 ;执
行率在 85%ˉ 100%之 间 ,按 比例得分 ;执 行率低于

85%,得 0分。

21⒓年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 6分 ;执行率在

95%-100%之 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qs%,得 0分

3.不存在2年 以上的资全结转结佘情况,得 1分 ,存在 ,

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各地
(州 、市)上报自评材料。

9

少数民族

发展仨务

完咸情况

30彡〉

l各地 (州 、市)所辖民族自治地方县、边境县 (市 、

区) (未辖有民族 自治地方县、边境县的垲区采用民
族乡或少数民族聚居村数据)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全区农村居民平均水平或增速高于全区平均增
速的,得5分 ,否则按比例得分。

2项 目成效,满分25分 ,根握扫查项日情况蕉分。评价

及考核内容包括扫查项 目实际完成仨务量是否达到绩
效 日标申报的仨务量、衔接资全后途是否突猿管廷办
法。产业类项 目是否明磅联农常农机钊、是否优先覆
圭防止返贫尘汇刂对象、往年苡 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
等;基钍设施类项 冂质量是否达到柜应标准、后续管
扩是否存在问题等,其他莰 目是否实现预耜日标 (每

个地、州、市随机牡查3个 2021年度顼目资料〉根据扫
查项日情况赋分

各先 (州 、市)上报自评材料,自
治区柜关部门统计数据、扫查评价
及考核结果等。

中央财政

衔接资全

安排用于

产业的比

矽刂

15分

⒈2021-2025年 度 ,各地 (州 、市)使用中央衔接资全

用于产业的比例分别≥50%、 55%、 sO%、 65%和㈨%,
达到比例的得I0分 ,否则按每低于考核比例 1个百分点

扣 l分进行扣减,扣完为止。

2中央衔接资全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上年度比例的,

得5分 ,否则得0分 。

仝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各地
(州 、市)上报自评材料,自 治区

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四 加分顼 3分

机制创新

最高

方∏

3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金分配、使用、

监管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地 市)自评材料

- 20 -



zO犭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分

况

得

情

合计
100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3分 ,调整指标最多减30分 )

-30

资金保障 5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结
构

】

县 (市 、

区)履行支

出责任情况

5分

35个 已脱贫县连续两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全的,得 5

分;44个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县 (市 、区)本年度本

级财玫预算安排的衔接资全增幅≥0,得 5分 ;其他县 (市 、

区)本年度本级财玫预算安排衔接资全的,得5分 :否则得o

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各县 (市 、区)上报自评材

料,自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及

考核结果等。

顼 目管理 sO分 主要评价项 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2

县级项 目库

建设管逞情

况

5分

包括项 目入库是否及时充分、程序是否规范、项 目库各顼要

素内容是否完整准镌详实,以及衔接资全、整合资全是否用

于苡 目库之外的项 目等,根据拍查项 目 (每县随机抽查3个

⒛21年度项 目资料 )得分比饣J扎减。

全国肪返贫竺讯信息系统 ,

各县 (市、区)自评材料 ,

自治区有关拍查评价结果等

项目绩效管

莛情况
5分

评价内容包括项日实旄方案明携绩效目标情况、开展跟琮竺

督情况、事后评价情况等 (每 县随机抽查3个2021年 度项 目

资料 )。

仝国坊返贫尘测信息系统 ,

各县 (市 、区)上报自评材

料,自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结

果等。

4
信息公开和

公眚公示制

度落实情况

5分

1县级按要求及时公开资全分配结果、项 目库、资金项 目年

度计划等,得 2分 ,未完整准确公开的酌情扣分;2村级根据

实地扫查项目落实公开公示要求的,按 比例赋分,满分3分。
(每县随机抽查3个⒛21年度顼目资料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各县 (市、区)Ι报自评材
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结

果等。

5

跟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

5分

1各县 (市 、区)定期开展项 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

督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未完全落实到位的,

酌情扣分。2各县 (市 、区)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

整改到位情况,满分2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

3全国⒓317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l⒛ 17

平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处理情况,满分1分 ,根

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 .

各县 (市 、区)上报自评材
料,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

审计厅、自治区民委 (宗教
事务局)等部门监督检查报

告,自 治区12317平 台和相

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果。

6
有序推进项

目实施等工

作情况

10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施

、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 自治区日常调度情况赋分,达
到全区平均进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10分 ,未达到的按比例

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自治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项目

进度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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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殂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序 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分

况

得

情

资金使用成

效
65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7 预算执行率 15分

11年 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的 ,得 8分 ;85%ˉ
100%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 。

219年 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lO0%,得 6分 ;9~s%-lO0%之

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子95%,得 0分 。

3不存在2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佘情况,得 1分 ,存在得0分 。

仝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各县 (市 、区〉上报自评材
料。

8

少数民族发

展仨务完成

情况

35/,i

根据扫查项目情况斌分 (每县随机抽查3个⒛21年度项 目资

料 )。 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扫查项目实际完成任务量是否达

到绩效 日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全用途是否突钣管埋办法
。产业类项 目是否明骓联农带农机钊、是否优先覆盖防⊥返

贫尘汇j对 象、往年项 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等;基钍设施类莰

目质量是否达覃J相应标准、后续管扩是否存在问题等;具他
顼目是否实现预期目标。

各县 (市 、区)上报白评材

料,自治区檑关部门统计数

据和评价结果。

9

中央财玫衔

接资全安祚

用于产业的
比饣J

15分

12021-2025年 度,县 (市 、区)伎厂中央衔接资全厍于产业

的比饣J分 另J≥ 50%、 55%、 60%、 65%、 70%,达至J比例的得

10分 ,否贝J按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l分 ,扎完为止。

2中 央衔接资全用于产业的比饣J不低于上年度比侈J的 ,得 5

分,否则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竺沃j信息系统 ,

各县 (市 、区)上报自评材
料,白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

考核结杲等。

四 加分顼 3分

10 机制创新
黼
加
玢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全分配、使用、监管等
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各县 〈市、区)自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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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10分 ,最高减30分 )+10

-30

资金保障 10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
用结构

l

地 (州 、

市)履行支

出责任情况

5分
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仨务的圯 (丿、丬、市〉本级预算安排的
衔接资全增福≥0,得 5分 ,否则得0分 。

地 (州 、市 )白 评及 印证材
料 ,自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考
核结果等。

2
衔接资全分

解下达进度
5分

光 (州 、市)自 收到白治区衔接资全文件后,在 5个工作
日内将指标或资全下达到有关县 (市 、区)的 ,得 5分 ;

超过5个工作 日的,每超 1大扣1分 ,扣完为止。 (柜关资
全文件均已印发之日为准 )

自治区财玫厅预算一体化系统

等 ,圮 (州 、市 )自 评及印证

材料等。

项 目管理 20分 主要评价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3

县级项目库

遣设管瑾情

况

4分

圯 (州 、市)对县级茨目库建设管垣能力建设情况,督促
指导、跟琮尘讯情沅,圯 (川 、市)县级顼目库整体建设
质量情况等。

仝国防返贫尘汉f信 息系统 ,毛
(州 、市)自 评及印证材料 ,

所辖县 (市 、区 )该项指标评
价情沅。

4
项目绩效管

理情况
每分

地 (州 、市)督促指导县级缤制完善项日实施方案、明确

绩效目标情况,开展跟踪监督、事后评价情况等。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

区有关拍查评价及考核结果 ,

所辖县 〈市、区 )该项指标指
标评价情押。

0

信息公开和

公告公示制

度落实情况

4分

地 (州 、市)按要求及时对资金分配 卜达及项目信息公开

情况以及有关政策文件、规章制度得满分,未公开不得分
。未完整公开酌情扣分。

地 (州 、市 )自 评及 印证材
料 ,自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及考
核结果 ,所辖县 (市 、区)该
项指标指标评价情况。

6

跟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

4分

1.地 〈州、市)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
督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 ;未完全落实到位

的,酌情扣分。2地 (州 、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
问题整改到位情况,满分 1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

少。

地 (州 、市 )自 评及 印证材
料 ,自 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
局、审计厅、农业农村厅等部
门监督检查结果。

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情况
在分

地 (州 、市〉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工作情况,包括组织

实施、责任落实、工作实效、系统录入等。其中:l制定
地 (州 、市)实施意见或办法以及落实情况,建立分工明

确、密切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满分2分 。2,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规范,满分1分 。3.地 (州 、市)对县级扶贫项目

资产清查、管理安排部署情况,满分1分。

地 (州 、市 )自 评及 印证材
料 ,所辖县 (市 、区 )该项指

标指标评价情况。

资金使用成
效

㈨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20m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8

有序推进项

目实施等工

作情况

lO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调度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
施、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白治区日常调度情况赋

分,达到全区平均进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10分 ,未达

到的按比例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自
治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项 目进度
调度 ,所辖县 (市 、区)该项

指标加权得分。

9 预算执行率 10分

11年 以内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眦 的,得 5分 ;85%-
10岷之间,按比饣J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 。2.⒈ 2

年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隅 ,得 4分 ;95%10喁之间 ,

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95%,得 0分 。3不存在2年 以上

的资全结转结佘情况,得 1分 ,存在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竺识刂信息系统 ,

(州 、市)臼评及印证材料。

10

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情况

8分

坊止返贫芏沉对象帮扶挟效果,得 4分 ;本圮 (州 、市 )

欠发达国有农牧场从业人员 (职工 )人均收入达到全区农

牧场平均水平的或增速高于全菟区平均水平的,得4分 。

圮 (州 、市)白 评材料,自 治
区统计部门相关数据 ,自 治区

巩彐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
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结杲,所
辖昙 (市 、区)该项指标加权
得分

分仨务资全

佼厍效益
20彡扌

1欠发达国有农牧场从业人员 (职工)人均收入达到全区

农牧场平均水平的,或者增速高于仝区农牧场平均增速的
得5分 ,否贝J按 比例得分。2项 目成效清分15分 ,根捱扫
查项目情况斌分。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拍查项目实际完成

仨务量,是否达刭绩效目标申报的仨务量、衔接资全月途
是否突钹 《管瑾办法》。产业类项目是否实现绩效目标、

往年项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等;基础设施类项目质量是否
达到相应标准、后续管护是否存在问题等:其他项目是否

实现预期目标。

圮 (州 、市〉自评材料 ,自 治
区柜关部门统计数据和评价结

果。

中央财政衔

接资全安徘

用于产业的

比例

7分

1.202⒈2025年度,地 (州 、市)使用中央衔接资金用于

产业的比例分别≥50%、 55%、 60%、 65%、 70%,达到比例
的得5分 ,否则按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1分 ,扣完为止。2

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上年度比例的,得 2

分,否则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自 评及印证材料 ,

自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统筹整合工

作成效 (适

用于有国家

级脱贫县的

地州 )

15分

1.推进落实统筹整合工作情况。及时完成部署推进工作 ,

开展政策培训,备案整合方案 (及时性和方案质量),定
期报送整合资金规模 ,满分8分 ,部分未完成的酌情减少
。2己完成支出的资金规模 占己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到
80%(含 )以上的,得 7分 ,不足按比例得分。3.对发现
资金用于负面清单、干扰整合问题,视问题轻重程度,每
起扣0.51分。

地 (州 、市 )自 评及 印证材
料 ,所辖县 (市 、区 )该项指
标指标评价情况。

四 加减分
+l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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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号 指标
指标满

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机制创新
最高加
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监管

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地 市)白 评及印证材料

日常工作表

现

最高加
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地 〈州、市)落实自治区日

常工作情况。
自治区财玫厅、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厅日常工作评价。

16

执行中蝗意

凋减衔接资

全预算

直接扣
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地 (州 、市)本级安排的衔接资全预

算在执行中调减的,直接掂5分 。

垃 (州 、市)预算报告及预算
指标数据、自评材料 ,自 治区

有关拍查评价及考核结果等。

数据作钅
直接扣
lO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圪 (州 、市)中央、

自治区有关部门跟琮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

时,提焦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铸性,奸通过各类尘督检
查发现弄虚作佞的,直接扣减10分 。

圪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
区有关∠督检查和扫查结杲等

18 违规违纪
最高扣
1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圭中央、自治区审计、财玫

日常坐管和专项检查、纪检竺察等发玑和曝光的违规佼用

衔接资全的情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

问题),祝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中央
、自治区领导同志傲出过批示的,经查实为衔接资金突圭

问题的,直接扣减15分 。

自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财

玫厅、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
厅各类监督裣查报告 ,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加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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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10分 ,最高减30分 〉

-30

资金保障 5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结
构

l

县 (市 、

区)履行支

出责任情况

5分

35个脱贫县连续两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全 (原扶贫资
全 )的 ,得 5分 :‘4个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增福≥0,得 5分 :

其他县 (市、区)本年度本级财玫预算安排衔接资全的,得5

分;否则得0分 。

仝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及印证材
料 ,自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及

考核结果等。

项 目管理 30分 主要评价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县级项 目库

建设管瑾情

况

5分

包括项 目入库是否及时充分、程序是否规范、项目库各项要
素内容是否完整准骓详实,以及衔接资全、整合资全是否屑
于项 目库之外的茨 目等,根据扫查项 目 (每县随机抽查3个
2021年度项目资料)得分比饣J扛减。

全国防返贫竺浏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及印证材
料,自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结
果等 .

项目绩效管

瑾情沅
5分

评价内容包括项日实旌方案明骓绩效 目标情况、开展跟琮尘
督情况、事后评价情况等 (每县随机抽查3个2021年度顼目
资料 )。

仝国防返贫竺讧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及印证材
料,自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结
果等。

4
信息公开和

公告公示钊

度落实情况

5分
1县级按要求及时公开资全分配结果、项 目库、资金项目年
度计划等,得5分 ,未完整准确公开的酌情扣分。

仝国防返贫竺讯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及印证材
料,白 治区有关拍查评价结
果等。

跟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

5分

1.县 (市、区)定期开展项 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迸度等跟琮督

促情况,按妻求落实到位的,得2分 ;未完全落实到位的,酌
情扣分。2.县 (市 、区〉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间题整改
到位情况,满分3分 ,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少。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

审计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
监督检查结果。

6
年度项目计
划管理情况

5分

评价内容包括年度项 目计划审批各案的及时性,程序规范性
、项 目实施方案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等:项 目实施是否
符合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相关管理规定;项 目是否按照批复
的实施方案建设、推进;以及衔接资金、纳入整合方案的其
他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是否用于年度项目计划之外的项目等。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7
扶贫项目资

产管理情况
5分

I县市制定实施意见或办法以及落实情况,建立分工明确、

密切配合的组织领导体系,以及对扶贫项 目资产清查、管理

安刳0部署情况,满分1分 。2.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规范,满分 1

分。3随机抽查 l个经营类资产或1个公益类资产资料,查看
资产运营、收益分配情况 (合 同或协议、运营方案和风险防
控方案、收益分配方案〉和管护情况 (资产管护方案),满
分3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结果等。

zOz1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
固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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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资金使用成

效
65乡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8

有序推进项

目实施等工

作情况

5分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调度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施
、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自治区日常调度情况赋分,达
到全区平均进度或者序时进度的,得 5分 ,未达到的按比例
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自治区有关资金支付和顼目

进度评价。

9 预算执行率 10分

11年 以内的资全预算执行率达到10粥 的,得 5分 ;85%10眦
之间,弦 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2卜2年 的资
全预算执行率达刭10眦 ,得 4分 ;95%10岷之间,按 比例得
分:执行率低于95%,得 0分 。3.不存在2年 以上的资全结转结
佘情况,得 1分 ,存在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汇刂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评材料。

10

巩彐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情况

8分

防止返贫竺测对象帮扶扶效果,得4分 ;县 (市 、区)欠发达

国有农牧场从业人员 〈职工)人均收入达到全区农牧场平均

水平的或增这高于全圮区平均水平的,得4分 。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统计部门柜关数捱,自
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后评估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
结果。

11
分仨务资全

使用效益
20乡分

1欠发达彐有农牧场从业人员 (职⊥ )人均收入达到仝区农

牧场平均水平的,或者增速高于仝区农牧场平均增速的得5

分,否贝J按 比例得分。2项 日成效满分15分 ,根据扫查项日

情况斌分。评价及考核内容包括拍查项目实际完成仨务量 ,

是否达到绩效目标申报的任务量、衔接资金用途是否突破 《

管瑾办法》。产业类项目是否实现绩效目标、往年项目是否

持续有效运行等;基础设施类项 冂质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

后续管护是否存在问题等:其他项目是否实现预篾目标。

圮 (州 、市)自 评材料 ,自
治区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和评

价结果。

中央财玫衔

接资全安羽|

用于产业的

比例

7分

1202卜⒛25年度 ,县 (市 、区)使用中央衔接资全用于产
业的比例分别≥50%、 55%、 60%、 65%、 70%,达 到比例的得5

分 ,否则按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l分 ,扣完为止。2中央衔接

资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上年度比例的,得2分 ,否则得0

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

县 (市 、区)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统筹整合工

作成效 (适

用于国家级

脱贫县 )

15分

1推进落实统筹整合工作情况。及时完成部署推进工作,开
展政策培训,备案整合方案 (及时性和方案质量),定期报
送整合资金规模 ,满分8分 ,部分未完成的酌情减少。2已
完成支出的资金规模占己整合资金规模比例达到80%(含 )以
上的得7分 ,不足按比例得分。3对发现资金用于负面清单
、干扰整合问题,视问题轻重程度,每起扣12分。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四 加减分

+10

-30

⒛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
固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 27 —



序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14 机制创新
最高

力n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监管等
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县 (市、区)自评材料

日常工作表

现

最高

方Π5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县 (市 、区)落实白治区日常
工作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乡村振兴局
、农业农村厅日常工作评价

执行中琏意

调减衔接资

全预算

直接

扣碱5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攻安排的衔
接资全预算在执行中词减的,直接扣5分 。

县 (市 、区)预算报告及预

算指标数据、自评材料 ,自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17 数据作假

直接

扣 10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县 (市、区)中央、自
治区有关部门跟琮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时,提
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如通过各类竺督检查发现弄
虚作假的,直接扣减10分 。

县 (市 、区)白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芏督检查和拍查结
杲等。

违规违纪

最高

扣 15

分

垓指标为减分考标。主要评价圭中央、自治区窜计、财玫日
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纪检竺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佼厅衔接
资全的情况 (包 括 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问
题 ),祝检查查±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中央、白
治区领导同志傲±过批示的,经 查实为衔接资全突±问题
的,直接扛减15分。

自治区纪委竺委、审计厅、

财玫汀、乡村振兴局各类竺

督检查报告。

⒛犭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农场巩
固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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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zI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 号 指标
指标

满分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3分 ,最高减30分。+3

资金保障 10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使用

结构

1

地 (州 、

市)履行支

出责任情况

5分
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的地 (州 、市)本级预算安排的

衔接资全增幅≥0,得5分 ,否则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

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衔接资金分

解下达迸度
5分

地 (州 、市〉自收到自治区衔接资全文件后,在 5日 内将指

标或资全下达到有关县 (市 、区)的 ,得 5分 ;超过5日

的,每超1天扣1分 ,扫完为止。 (相关资金义件均以印发
之日为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白治区财政厅
预算一体化系统等,地 (州 、市)自 评材
料、安扦预算文件等。

顼目管理 20乡分 主要评价项目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县级项 日库

建设管瑾情

况

8分

地 (丿`∷ 、市)督促指导县级林草主管部门 〈叵有杯场)将
项 H需求纳入县级乡村振兴项日库得2分 ,入库项目程序颊

范、内容完整、具备实旄条件得4分 ,及衔接资全用于项日

庠之内的项日得2分。

全国防返贫监沉信息系统,地 (州 、市〉

砉评材料,所辖县 (市、区)该项指标评
价情况,入库项爿实旄方案等。

4
顼日绩效管

莛情况
4分

站 (州 、市)督 /lF指导县级缤彀完善项日实旄方案、明确

绩效自标得2分 ,开展燕琮监督、事后尹价得2分‘

站 (丿·Ⅱ、市)圭 坪材料,圭 治X有关掊查

评价及考核结果,所辖县 (市 、区)该项

指标抒标产价情沅,入库项 目实旄方案 ,

以及跟琮监督的有关材料。

信息公开和

公告公示制

度落实情况

刂分

站 (州 、市)本级对资全分瓦下达及项彐信息公开情沉 ,

以及有关玫策文件、规章氛度公开情况。全部公开得满

分,存在资全分配结果、项日库等未公开的,每 j髻 加1项扣
1分 ,扣完为止。

个 Ei∶ 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

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所辖县 (市、区)该项指标指标评价
情况。

显艮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

4分

1地 (州 、市)定期开展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等跟踪

督促情况,按要求落实到位得2分 ;未完全落实到位的,酌
情扣分。
2地 (州 、市)跟踪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到位得 1

分,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分数。未发现问题的得1分。

3全国12317防 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 称
“

12317平 台
”)和 白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整改到位得 1

分,根据未处理问题比例扣减。耒反馈问题的得1分。

地 (州 、市)自评材料,自 治区财政厅、

乡村振兴局、审计厅等部门监督检查报

告,自 治区12317平台和相关抽查评价及

考核结果。

资金使用成

效
70分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7

有序推进项

目实施等工

作情况

20‘兮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织实

施、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资金到位时间,7月 15日 、

10月 15日 资金支出达到序时进度的各得10分 ,未达到的按

比例扣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自 治区有关资
金支付和项目迸度通报,所辖县 (市 、

区)该项指标加权得分。财政集中支付一

体化20系统指标额度查询导出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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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 ∷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地、州、市 )

序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8 预算执行率 10分

l1年 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的 ,得 5分 ;85%
10挑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0分 。
21讫年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眺,得4分 ;95咿10鸲之
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95%,得 0分。
3不存在2年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余情况,得 1分 ,存在得0分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地 (州 、市 )

自评材料和财政集中支付一体化2.0系统
指标额度查询导出相关数据。

分任务资全

傧用效兰
30分

1地 (州 、市)安排衔接资全的国有林场职工人均收入达
到本地区国有林场平均水平或增速高于本地区国有杯场平
均增速,得 10分 ,否则按比例得分 ;

2项 日成效,满分20分 。包括:项 日实际完成任务量是否
达到绩效日标申报的任务量,全鄯完成得10分 ,未完成的
按比钙扣分;衔接资全用途未突钹管瑾办法确定的支出方
向,未突钹的得5分 ,否则得0分;往年项日是否持续有效
运行,基钻设旄类项自质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持续发挥
效空且达标得5分 。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相关部门统计数
据和评价结果,项 目检查验攻结果。若资
全祓统筹整合,需提供乡村振兴局统筹整
合的印证资料,以及被统筹后相关项日情
况。

串央劢玫衔

接资全安井

用于产业杓

比汐!

10分

12∞⒈2025年度,地 (州 、市)使用中央衔接资全用于产
业的 L匕勿分射≥50%、 55%、 60%、 65%、 7θ%,⒛21年用于产
业比钶达到50%钓得5分 ,否则按每低十1个 百分点扫l分 ,

扣完为上。

2革央衔接资全用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上年度 L匕 钶的,得 5

分,否疋得0分。

全匡防返贫监汉信息系统,坫 (州 、市 )

自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拄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四 加减分
-30

机制创新
最高加3

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金分配、使用、监管
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

地 (州 、市)自 评材料,体现机制创新的
文件、典型做法等。

执行中随意
调减衔接资

金预算

直接扣5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地 〈州、市)本级安排的衔接资金预
算在执行中调减的,直接扣5分。

地 (州 、市)预算报告及预算指标数据、

白评材料,白 治区有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数据作假
踟
吩

直
1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地 (州 、市)中央、
白治区有关部门跟踪调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自评材料
时,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如通过各类监督检
查发现弄虚作假的,直接扣减10分。

地 (州 、市)白评材料,自治区有关监督
检查和抽查结果等。

违规违纪
最高扣
1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中央和自治区审计、财政
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纪检监察等发现和曝光的违规使用
衔接资金的情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的、经核实的
问题),视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中央
、自治区领导同志做出过批示的,经查实为衔接资金突出
问题的,直接扣减15分。

自治区纪委监委、审计厅、财政厅、乡村
振兴局各类监督检查报告,所辖县 (市、
区)该项指标加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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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 )

序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合计 基础分100分 ,调整指标最高加3分 ,最高减30分 。

资金保障 5分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预算是否执行到位,下达进度和
使用结构

l

县 (市 、

区)履行支

出责任情况

5分

35个脱贫县连续两年本级财政预算安排衔接资全 (原

扶贫资金)的 ,得 5分 ;狃个有巩固拓晨脱贫攻坚任务
的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衔接资金

增幅≥0,得5分 ;萁蚀县 (市 、区)本年度本级财玫

预算安带衔接资全的,得 5分:否则得0分 。

全冒坊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县 (市 、区 )

白评材料 ,自治区有关扫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项 目管理 25乡分 主要评价项 目管理责侄落实情况

2

县级项目库

建设管￡情

况

10分
项目需求纺入县级乡村振兴项 日库得3分 ,入庠项目程
序规范、内容完整、具备实旄条件得4分 ,及衔接资全

用于项目库之内的顼日得3分 。

全亘防返贫监沃:信 息系统 ,县 (市 )自 评
材料,入库项目实旄方案等。

3
苡目绩效管

珏惰况
5分

缟钊完善项目实旄方案、△骁绩效目标得3分 ,开展苯

琮Ⅰ钅督、享后评价得2分。

县 (市 )自 评材料,自 治区有关拮查评价
及考核结呆,入库项目实旄方案,以及采
琮Ι≈督约有关材料。

‘

信息公芳和

公眚公示气

度落实情况

5分

县 (市 )对资全至j袄、有关玫策文件、就章|∶ 度公开

情沅。全部公开得5分 ,存在资全分吞E结某、项目库等

未公开约,每增加 1顼扣1分 ,扣完为⊥。

全亘防返贫尘沉钅总系统 ,甚 (市 )自 评
材料,自 治区有关扣查评价及考核结某。

跟踪督促及

发现问题整

改情况

5分

1县 (市 )定期开展项 目实旄和资全艾±迸度等Ξ炅琮

督促惰况 ,按妻求落实到位得2分 ;未完全落实刭位

的,酌情扣分。

2县 (市 )跟琮督促及各类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郅位得 l

分,根据未整改问题比例扣减分数。未发现问题的得 1

分。

3全国12317防 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平台 (简称
“1231?平 台

”)和 自治区监督平台反馈问题整玫到位

得2分 ,根据禾处理问题比例扣减。未反馈问题的得 l

分。

县 (市 )自 评材料,白 治区财政厅、乡村
振兴局、审计厅等部门监督检查报告,自
治区12317平 台和相关抽查评价及考核结某

资金使用成

效
70乡+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的效果

有序推进项

目实施等工

作情况

20乡)

主要通过支出进度评价及考核有序推进项目前期、组

织实施、验收和资金支付情况。根据资金到位时间,7
月 15日 、10月 15日 资金艾出达到序时进度的各得 lo

分,未达到的按比例扣分。

仝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自 治区有关资
金艾付和项目迸度通报。财政集中艾付一

体化20系统指标额度查询导出相关数据。

7 预算执行率 10分

l1年 以内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 10眺 的,得 5分 ;

85%10鸲之问,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85%,得 0分

219年 的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 4分 ;95肾
10眺之间,按比例得分;执行率低于95%,得0分 。

3不存在2年 以上的资金结转结佘情况,得 1分 ,存在

得0分 。

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县 (市 )自 评
材料和财政集中支付一体化20系统指标额
度查询导出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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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Ⅱ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
提升任务 )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县、市 )

序号 指标
标

分

指

满 指标评价值及得分 评价依据来源

分任务资金

使用效益
30乡〉

1县 (市 )安排衔接资金的国有林场职工人均收入较
上年度提高,得 10分 ,否则得0分 ;

2项 目成效,满分⒛分。包括 :项 目实际完成任务量
是否达到绩效目标申报的任务量,全部完成得10分 ,

未完成的按比例扣分;衔接资金用途未突破管理办法

确定的支出方向,未突破的得5分 ,否则得0分 ;往年

项目是否持续有效运行,基础设施类项 目质量是否达

到相应标准,持续发挥效益且达标得5分。

县 (市 )自 评材料,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和
评价结果。若资金被统筹整合,需提供乡
村振兴局统筹整合的印证资料 ,以及被统
筹后相关项目情况。

9

中央财玫纡

接资金安荇

用于产业的

∶匕饣j

10分

1202⒈⒛25年度,县 (市 )使用中央衔接资全用亍产
业的比/f分别≥50%、 55%、 60%、 65%、 70%,⒛ 21年用
于产业比例达刭sO%的得5分 ,否 Al按每低于1个百分点

扌:l分 ,扣完为止。

2中 央衔接资金鬲于产业的比例不低于 :年度比仞

的,得 5分 ,否则得0分 。

仝国防返贫Ⅰ≈测信息系统,圪 〈丿‘丬、市 )

自评材料 ,自 治区有关拮查评价及考核结
果等 .

四 加减分

'讠

:∶辛:⒊丿;丿: 最肓方∶3分
该指标为加分指标。主要考核衔接资全分 L~、 使用、

^管
等各方百钓杭帛:⒍籽情况。

县 (市 )白 评材料,体玩杠司创新钓文件
、兵Ξ钕泫等。

11

执行中琏意

谓诫衔接资

全虿箅

言接
=5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县 (市 )安牛钓衔接资全珏算在

执行中诟减的,直按扣5分。

县 (市 )幺算报眚及珏算指标数捃、自评
材料,自 治区有关拄查评价及考核结某等

数据作假
葺接扣10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及考核县 (市 )中央、

自治区有关部门跟踪谓度数据和年末上报绩效白评材
料时,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 ,如通过各类
监督检查发现弄虚作假的`直接扣减10分。

县 (市 )自 评材料 ,自 治区有关监督捡查
和扫查结某等。

违规违纪
最高扣15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由中央和 自治区审计、

财政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纪检 l监 察等发现和曝光的
违规使用衔接资金的情况 (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介披露
的、经核实的问题),视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

改情况扣分。中央、自治区领导同志做出过批示的 ,

经查实为衔接资金突出问题的,直接扣减15分 。

白治区纪委 I监 委、审计厅、财政厅、乡村
振兴局各类监督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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