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夏中学新校区 3号综合教学楼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项 目 名 称 ：临夏中学新校区 3 号综合教学楼项目

项目主管单位：临夏州教育局

评价实施部门：甘肃省临夏中学

评价机构名称：北京国金益通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实施目的

2016 年 1 月 21 日，临夏州委、临夏州政府会议决定，

将临夏中学老校区发展成为初中部，新校区发展成为高中

部，届时新校区（临夏中学高中部）将有三个年级，学生规

模达到 8000 人，而现在教室只能满足两个年级的需要，临

夏中学作为全州唯一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生源充裕，还将

逐步扩大各县招生比例，教室及教学辅助用房严重不足，将

严重影响着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为满足临夏中学优质教育资源，缓解教育资源紧张局

面，新建综合教学楼一栋及附属工程，可容纳 8000 人学生

就学，更好的改善临夏中学教学环境。

（二）项目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0 年改

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中央资金的通知》（甘财教〔2020〕

66 号）和州教育局《关于分配 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中央资金的报告》（临州教发〔2020〕67 号），临夏

回族自治州财政局及教育局将 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中央资金 573 万元下达给临夏中学，经评价组核实，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

件中央资金 573 万元已到位，并全部支出。



（三）项目计划内容和实施情况

1.项目计划内容：新建总建筑面积 14633.2 平方米的综

合教学楼一栋及综合楼前广场、道路硬化、景观绿化、给水

排污排水管网、采暖管网、电气管网等附属工程。

2.项目实施情况：完成总建筑面积 14633.2 平方米的综

合教学楼一栋及综合楼前广场、道路硬化、景观绿化、给水

排污排水管网、采暖管网、电气管网等附属工程。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评价组根据项目相关资料将临夏中学新校区3号综合教

学楼项目年度总体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为

支持学校教学楼建设及附属设施建设，改善省示范性高中临

夏中学办学条件，扩大各县招生比例，建成教学楼一栋及综

合楼前广场、道路硬化、景观绿化、给水排污排水管网、采

暖管网、电气管网等附属工程。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对综合教学楼一栋及综合楼前广场、道路

硬化、景观绿化、给水排污排水管网、采暖管网、电气管网

等附属工程的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对 3 号教

学楼建设的完成情况、质量情况及时效情况等项目产出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项目实施后教师教学工作质量、学生



学习的环境、校园基础设施及受益群体满意度等效益发挥情

况进行全面跟踪和梳理分析，总结好的经验与做法，及时发

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

的建议和对策，为规范教学楼建设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及以后

年度同类资金安排提供参考依据。

2.评价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

件中央专项资金 573 万元。

3.评价范围

（1）评价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2）区域范围：临夏中学新校区。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按照科学规范、绩效相关、激励约束、公

开透明的原则，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对照项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等数据，对临夏中学新校区 3

号综合教学楼项目整体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三）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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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规定，结合项目资金分配和项目实施内容，围绕项目决

策、评价组织管理、资金投入与使用、项目实施进度及目标

实现情况等重要内容，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



方面设定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以及 28 个三级指标。各项指标权重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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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应当突出结果导向，原则上产出、

效益指标权重不低于 60%”的要求进行合理赋分，决策占权

重分 14 分，过程占权重分 22 分，产出占权重分 34 分，效

益占权重分 30 分。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前期准

备阶段。评价组就临夏中学新校区 3 号综合教学楼项目召开

内部分析会，根据项目实际成立项目评价组，并针对该项目

撰写实施方案、编制基础信息表、编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等；二是项目实地调研。评价组根据项目实际，对三号教学

楼及实施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对综合教学楼一栋及综合楼前

广场、道路硬化、景观绿化、给水排污排水管网、采暖管网、

电气管网等附属工程的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查阅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建设及设备采购申报资料、资金支

出凭证等，了解实施单位经费的资金拨付流程、资金支出方

向及资金效益的发挥程度，并就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向相

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并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受益主体对临夏

中学新校区 3 号综合教学楼项目整体实施满意度和意见建

议；三是项目绩效打分。评价组对实施单位提交的基础数据



表中相关数据进行分类统计。根据统计的相关数据及实地调

研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

进行绩效打分形成最终评分结果。根据“财预〔2020〕10 号”

文件，绩效评价结果采用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总分一

般设置为 100 分，等级一般划分为以下四档：优：90（含）

-100 分；良：80（含）-90 分；中：60（含）-80 分；差：

60 分以下为差；四是撰写评价报告。在对项目整体实施情况

进行绩效打分后，整体分析项目经验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按类别整理，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形成最终评价结

论并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初稿形成并经内部质控后提交

至委托方，经其审核并修改完善后形成定稿。

四、评价结论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的可靠性是基于相关单位提供佐证

材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严格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实际了解到的项目情况，计算出评价得分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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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总体认为，临夏中学新校区 3 号综合教学楼项目完成总

面积 14633.2 平方米，建筑主体高度 20.7 米，长 117.4 米，

宽 19.9 米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建筑，并完成项目验收；

通过临夏中学 3 号教学楼建设项目的实施，有效提升教学环

境，学生积极有效接受新知识，改善教学条件，并有效扩大



了招生规模，受益师生对项目实施后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

评价组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资金监管不到位，项目整改未落实。未对审计报告

中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二是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开工。主要

是由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繁杂及建设资金下达滞后导致项

目延期开工；三是项目档案管理不到位。项目资料中掺杂其

他项目资料；四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经评价组实地

收集资料并询问临夏中学项目负责人，临夏中学未能及时提

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未开展项目绩效监控及评价管理工

作。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评价组通过对临夏中学新校区 3号综合教学楼项目全过

程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就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

纳总结，具体问题及原因如下：

（一）资金监管不到位，项目整改未落实

根据评价组查阅资料及现场调研发现临夏中学 3号教学

楼建设项目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64.60 万元，其中 3 号教学楼

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1.10 万元、附属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63.5

万元的情况，同时发现临夏州审计局对甘肃省临夏中学负责

实施的 3 号教学楼及其附属工程竣工决算进行了审计，审计

发现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64.60 万元，其中 3 号教学楼工程价

款结算不实 1.10 万元、附属工程价款结算不实 63.5 万元的



情况，但临夏中学未对审计报告问题进行整改落实，未出具

整改报告等资料。

（二）项目档案管理不到位

根据评价组现场调研发现临夏中学 3号教学楼建设项目

资料中掺杂其他项目资料，材料混杂增加了档案管理工作的

难度，不符合《项目档案管理制度》要求，存在档案负责人

管理意识不强，项目档案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三）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开工

经评价组实地核查，存在未按项目约定时间开工的问

题。临夏中学 3 号教学楼建设项目于 2016 年完成项目立项

批复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2017 年完成初设批复，原计划

2018 年 11 月 12 日进行施工，2019 年 10 月 31 日竣工，实

际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开工，2019 年 9 月 27 日竣工，项目

负责人表示一是前期手续办理繁杂，二是建设资金下达滞后

导致项目延期施工。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到位

根据临夏回族自治州财政局 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

《关于下达 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中央资金的

通知》（临州财教〔2020〕52 号）文件要求“要进一步健全

全过程预算绩效目标，教育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参照改善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认真设定绩效

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评价管理工作”。但评价组实地核查



资料，临夏中学一是未提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二是未对

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及评价管理工作。

六、有关建议

针对本次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提

升临夏中学 3 号教学楼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成效，规范项目实

施和资金的管理，根据临夏州中学实际，现提出以下建议与

对策：

（一）规范资金监管，完善资金审批程序

建议项目单位严格规范资金监管制度，切实做好、用好

直达资金跟踪监管系统，及时将资金使用情况导入系统中，

资金使用单位应及时查漏补缺，完善相关审批手续，保证财

务资料所反映的会计核算逻辑清晰完整，对资金的审核、拨

付和管理使用进行全流程监控。对审计核查不实的资金按照

审计要求进行整改，并保存相关整改资料。

（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负责人管理意识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提高对项目档案管理的重视，在项目

前期做好档案的管理和存放，加强与各方之间的沟通，清除

移交中人为设置的障碍，理顺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施工资

料移交途径，完善档案存放设施，对其他项目资料进行对应

归档整理，同时组织人员认真学习文件要求，并积极修改档

案管理制度，加强项目负责人管理意识。



（三）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助推项目建设进度

建议项目单位推进项目手续办理速度，一是加快资料的

收集和整理，尽量做到所递交的资料不出现“退件”现象，

努力做到一次性过关；二是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和沟通，

取得支持；三是组织部门人员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并使办理

人员对相关单位业务流程有所了解和掌握，以此提高业务能

力和工作效率；通过以上途径，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工作，推

动项目建设的进度。

（四）加强绩效管理，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表

建议按照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参照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

件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按照临夏回族自治州财政局 临夏

回族自治州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0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

学条件中央资金的通知》（临州财教〔2020〕52 号）文件要

求，补充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在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的基础

上，将其细化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对目标值的设置根据自身

工作经验、行业标准及计划标准客观合理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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