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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实施目的

2020 年 1 月疫情爆发后，我国地方政府既面临着税收骤

减压力，又面临着需要增加医疗支援、帮扶企业等方面的支

出，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为稳住经济基本盘，

兜住民生底线，国家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切块、

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直接下达市县基层，

由基层统筹用于惠企利民。

同时，为加强核酸检测能力，使各级医疗机构能够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需要随时能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关于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

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169 号明确要求各地加强

医疗机构实验室建设，对所有三级医院以及县医院开展建

设，对其他二级以上医院同加强建设；《甘肃省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实施方案》（甘疫防办明电发〔2020〕87 号）

也明确要求常驻人口 15 万以上的县（市、区）疾控机构、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和常住人口 15 万以下的县（市、

区）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均要开展实验室改造。

自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 2020 年 6 月，临夏州

只有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备核酸检测的条件，所有核酸检



测样本需送至疾控中心进行检测，但临夏州疾控中心作为实

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

事业单位，设备及人员无法满足核酸检测的需求，承担全州

的核酸检测工作压力极大。因此，为提高核酸检测能力，满

足核酸检测需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及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体系建设，此次预算安排临夏回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500 万元用于核酸实验室建设。

（二）项目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本次临夏回族自治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资

金共计 500.346 万元，用于购置实验室设备和实验室维修改

造。预算安排临夏回族自治州疾控中心特别国债资金共计

500 万元，其余资金为疾控中心自有资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

（三）项目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根据《临夏回族自治州关于预下达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

支出预算的通知》（临州财预〔2020〕78号），临夏州疾控

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改造临夏州疾控中心

核酸实验室并购置相关设备，项目于2020年8月10日经中心

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开展临夏州疾控中心PCR实验室维修

改造项目，于2020年12月23日通过省疾控中心专家组验收，

向省卫健委申请备案并投入使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临夏州疾控中心提供的《州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表》，项目绩效目标为：全面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解除新冠

肺炎对人群的危害，并提升各县市应对传染病疫情爆发的处

置能力。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运用科学、规范、合理的评价方法，如比

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等，结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

准，通过现场核查和非现场核查的方式，在全面了解临夏州

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评价

资金绩效目标及实际效益实现情况。具体包括：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使用情况；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情况；设备购置及使

用情况；满意度及核酸实验室专业技术配备情况等，效益方

面主要关注项目建成对于缓解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压

力、满足临夏州核酸检测需求、推动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的

影响程度。

时间范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评价对象：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涉及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 500 万元。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标准、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绩效相关、激励约束、公

开透明的原则，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通



过计划标准对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绩效进

行客观、公正的反映。同时，根据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

室建设项目支出的评价要点，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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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选取项目支出共性指标，在确定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四个一级绩效指标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分解、细化为二

级、三级评价指标，进而构建出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组与临夏州财政局、临夏州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召

开项目对接会，明确绩效评价具体内容和评价要点。根据本

次绩效评价工作安排，至临夏州疾控中心开展现场评价，现

场核查项目资料，查看实验室及设备运行状况，查看国资系

统填报情况，进行受益群众及医护工作人员问卷调查及访

谈。之后，评价组依据所收集和分析的数据形成评价结论并

进行客观的综合评分；最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在报告提

纲初步确定的基础上，开展绩效评价报告撰写工作。

四、评价结论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基于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

设项目各类资料，包括项目立项及批复文件、资金到位及支

出凭证、项目合同等，结合调查问卷数据，依据设立的指标

体系计算出评价得分为：79.7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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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为：中。

总体认为，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依

据充分，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较好，资产管理规范有效，预

期效益明确且有所凸显。但同时存在设备购置部分资金使用

不规范，购置与疫情无关的仪器设备；合同管理松散，未明

确施工内容且未按合同约定进度付款；项目质量管理薄弱，

未预留质保金，未进行验收；实验室制度亟待完善、绩效管

理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设备购置不符合规定，且存在闲置情况

经核查，临夏回族自治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建设项目

存在资金使用不规范问题，经核查，《临夏回族自治州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筹建 PCR 实验室的通知》（临州卫函〔2020〕

169）后附实验室设备清单及环境要求，临夏州疾控中心本

次购置设备共计 36 件，其中 11 件设备并不在文件所列的实

验室设备清单中，为普通实验室所用的计量、检测设备。包

括：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全自动气象色谱仪、双通道全自

动离子色谱仪、原子吸收仪全套、便携式余氯仪、浊度仪、

便携式水质分析仪、大肠菌群检测系统各 1 件；万分之一电

子天平 2 件。上述设备主要用于气象、水质监测；元素测定；

温度、余氯测量以及计量等。且上述设备并未全部投入使用。

截至评价组实地核查日，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浊度仪、便



携式余氯仪、便携式水质分析仪器并未投入使用。

（二）合同条款不完善，未按合同约定进度付款

一是存在合同未明确施工内容及质量，合同履约内容不

明晰的问题。评价组查阅项目合同时发现，临夏州疾控中心

于 2020 年 10 月 2日与甘肃洁诺医用空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的《临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PCR 实验室维修改造项目

施工合同》中，未对具体的施工内容及质量要求进行明确约

定。二是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支付工程款项的问题。临

夏回族自治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核酸检测设备购置部分

供货方为江西淳润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约定招标完成签订协

议后预付货款 50%，即 210.993 万元，该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19 日，但根据财政授权凭证，该笔款项支付时间为

11 月 13 日，晚于合同约定时限；装修改造部分由甘肃洁诺

医用空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完成，该部分合同约定付款方式

为“乙方（即甘肃洁诺医用空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在进场

后五天内，甲方（即临夏州疾控中心）付款 30%，22.3087

万元；施工中间阶段，即 2020 年 10 月 18 日，甲方付款 40%，

即：29.745 万元；工程完工后（即 2020 年 11 月 2 日），经

甲方验收合格，付至工程款的 95%，即：18.5906 万元，余

款 5%作为质量保证金”，合同约定工期为 2020 年 10 月 3 日

－2020 年 11 月 2 日，但临夏州疾控中心实际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支付 52.0538 万元，12 月 2 日支付 21.9603 万元，



以上两项均使用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支付，另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使用 2020 年中央转移支付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支付 0.3485 万元，未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支付。

（三）未按合同约定履约，未按规定验收并预留质保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17〕138 号）第七条：“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

方式预留保证金，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

总额的 3%”，但根据《临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仪器

设备购置项目购销合同》，合同约定预留保证金比例为 5%，

在满质保期一年后由临夏州疾控中心退还给甘肃洁诺医用

空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但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该项

目款项合计支付 74.363 万元，为合同约定的全部款项，所

以实际并未预留质保金。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79 号）第十六条：“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

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

验收”，但经评价组实地调研发现，州疾控中心并未对装修

改造部分组织验收。

（四）部分设备采购进度慢，未按计划时限完成采购内

容

经评价组核查，存在部分设备未到货验收的问题。根据



招标公告及项目单位所填制的基本情况表，本次核酸实验室

建设项目共采购设备 36 件，但验收单中设备数量为 32 件。

经核查，除去验收单中 32 件设备，截至 2021 年 8 月 26 日，

仍有 4 件迷你离心机未到货验收。

（五）制度执行不到位，部分制度执行有缺失

核查发现，临夏州疾控中心核酸实验室部分工作未按卫

生部关于印发《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卫

医发〔2006〕73 号）要求严格执行，一是未配备专（兼）职

人员负责临床检验质量；二是尚未按要求形成体系完整内容

完善的质量管理记录。

（六）绩效管理意识薄弱，工作落实不到位

根据提供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现场访谈所知的项

目绩效管理情况，存在绩效目标合理性不足和绩效运行监控

执行度不高的问题。

1.绩效目标合理性不足。一是目标设置较为片面，未从

数量、质量、时效等方面进行细化量化，根据《甘肃省省级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甘财绩〔2020〕5 号）第十

四条第二款要求，“绩效目标应当从数量、质量、成本、时

效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

度等方面进行细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二是存在指标设

置不合理，未按照“全面、充分、细化、量化”的要求设置

指标的问题。



2.绩效运行监控执行不到位。根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管理办法》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关于预下达 2020 年抗疫特

别国债支出预算的通知》（临州财预〔2020〕78 号）要求，

项目实施单位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求，做好

绩效管理工作，加强执行中期绩效监管和跟踪，对绩效目标

执行出现偏差的，及时分析原因并提出纠偏措施，但评价组

实地核查发现，临夏州疾控中心并未开展中期绩效监控相关

工作。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切实保障资金使用合规

有效

建议财政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对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严

格按照“统筹规划、各负各责、专款专用、追踪问责”的原

则进行管理，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合规、合法。一是明确

资金用途，规定资金使用范围，在优先保障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需求的基础之上，再次确保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二

是规范资金管理，严格落实“专款专用、独立建账、分类核

算”。由财政部门牵头，对挪用和擅自扩大资金使用范围的

相关单位进行专项审计，对各项支出的审批流程进行明确，

对超范围支付金额进行核查并列明支出方向；对购置的与疫

情无关物资的使用台账、采购计划和出入库单进行核查，从

源头把控核实，并对购置的物资原值进行成本测算，由财政



部门组织牵头，相关实施单位予以配合，对测算后的防控资

金予以收回，并重新统筹安排使用。

（二）规范合同管理，建立健全合同专人负责制

针对合同条款不完善，未按照合同约定进度付款的问

题，建议临夏州疾控中心探究原因，对相关情况作出说明，

对合同条款不完善，内容不明确的部分进行补充，在同类项

目实施时，重视合同管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方式付款，可

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合同管理，同时加强专业化水平，熟悉项

目合同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避免再次发生此类现

象。

（三）确保项目质量，预留质保金并进行验收

建议临夏州疾控中心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预留保证金，在

质保期满后再进行退还；同时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第十六条：“建设单

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

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的规定，对由甘肃洁诺医用空

气洁净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的装修改造部分进行验收。

在今后实施同类项项目时，建议成立运转自如、工作高

效的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项

目管理功能，提高项目整体管理水平，达到项目管理的最终

目标。同时，加强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建立具有系统性、协

调性、可操作性和可检查性的质量保证系统。



（四）核实具体情况，敦促商家尽快供货或协商退款

根据招标公告及合同内容，核实设备验收情况，对该部

分进行复核确认，查看是否存在设备已到货但验收资料未完

整填写的情况，如有上述情况应立即补充完善设备采购验收

单；如确实存在其他原因导致设备未到货，应及时与供货方

联系，可向供货方出具催办函，促使其尽快供货；如不能供

货应协商退款，联系其他供应商进行购置；如目前设备已满

足核酸检测需求，应在退款后与财政商议将该部分资金上

缴。

（五）夯实制度建设，确保制度执行有效

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医疗机构

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的通知（卫医发〔2006〕73 号）等相

关文件要求，完善各项实验室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人

员负责临床检验质量；按要求建立体系完整内容完善的质量

管理记录。通过健全制度，进一步加强管理，使核酸实验室

各项工作达到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核酸实验室的执

行力和专业化程度，保障日常检测工作的正常运转。

（六）重视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管理工作

绩效评价指标是指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

设置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是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

也是保证财政支出预算科学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基

本条件，因此针对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评价组建议临夏州



疾控中心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各级预算绩效管理文件

精神，强化绩效管理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明确项目内容和重

点，从数量、质量、时效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二是合理设置

绩效指标值，对指标值进行清晰，确切的衡量，尽量定量描

述，使其可实现且符合项目实际情况，使之与绩效目标的关

联度进一步提高；三是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

求，做好绩效管理工作，加强执行中期绩效监管和跟踪，对

绩效目标执行出现偏差的，及时分析原因并提出纠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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