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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财政局关于报送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扶持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省财政厅：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我局对 2021 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资

金扶持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通知》（甘财综〔2021〕35

号）文件精神，切块下达我州 2021 年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地

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590 万元。项目选定通过县市从项

目库中筛选上报、专家评审、资料审核等方式，最终核选了

符合条件的临夏市南滨河路体育健身步道项目、积石山县全

民健身广场提升改造项目、和政县松鸣镇中心敬老院建设项

目三个项目分配了资金，其中临夏市南滨河路体育健身步道

100 万元、积石山县全民健身广场提升改造项目 350 万元、和

政县松鸣镇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 140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根据《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2

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通知》（临州财综〔2021〕22 号）文

件精神，及时将专项资金下达给临夏市财政局 100 万元，积

石山县财政局350万元、和政县财政局140万元。拨付率100%。

相关县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对项目资

金进行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按照施工进度分阶段进行了

拨付，做到了账表、账实、账账相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

全。加强审计监督，所有项目实行单项工程决算审计，整体

项目验收审计，年度资金收支审计。对专项资金定期或不定

期进行了督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县市财政部门全程

参与项目验收和采购项目交接。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临夏市南滨河路体育健身步道、积石山县全民健身广场

提升改造项目、和政县松鸣镇中心敬老院项目已全部建成投

入使用，所有项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大范围地服务全

民健身和特困供养老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参与体育

运动的需求和开展扶老助残、救孤助困作为根本目的，更好

地发挥出了公共体育场馆和养老院福利中心所具有的社会服

务功能。体健项目的建成不仅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还有利

于锻炼人民群众身体，提高身体素质，调动全民参与健身的

积极性，满足了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养老院的建成使特困

供养老人得到更多照顾，保证了弱势群体正常生活，受到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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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三个项目均按照可研、初设批复和合同约

定的建设内容完成了工程量建设。分别为：临夏市南滨河路

体育健身步道新增体育服务设施面积 7838 平方米；积石山县

全民健身广场提升改造项目建设面积 57333.62 平方米；和政

县松鸣镇中心敬老院项目新增养老服务设施面积 4054 平方

米。三个项目目标完成 100%。

2、质量指标：三个项目规划编制完整，符合当地实际情

况，参加建筑工程施工的各方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和资质，

在施工中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体育彩

票和中国福利彩票”，做到文明施工，施工质量符合本次工

程勘察、设计文件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质量验收合格。目标完成 100%。

3、时效指标：三个项目资金按规定下达，并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工，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同时向社会公告项目实

际情况。目标完成 100%。

4、成本指标：三个项目采用公开招投标，保证成本合理。

5、经济效益指标：三个项目的建成，对促进当地养老、

体育、旅游消费拉动具有重要作用。

6、社会效益指标：三个扶持项目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县市

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养老和残疾人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满

足了群众多样化需求，弘扬了社会美德，提升了社会生活的

幸福指数，保证了弱势群体正常生活，在全社会产生良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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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影响，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7、生态效益：该三个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产生的废水、

工业垃圾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不会对当地水文、土壤、

自然景观造成破坏。

8、可持续影响指标：三个项目建成持续提高了本地区社

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力水平。

9、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三个项目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无

较大空气、噪音等污染，不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建成

后有效增加群众使用的户外休闲健身空间，满意度达到 95%

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三个项目该项目没有偏离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积极探索和建

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

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下一步，将对此次

绩效自评报告进行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为下一步更科

学、有效地安排各类专项资金提供重要保障。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我州扶贫、养老、体育和建设公

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效填补了我州社会公

益事业项目实施中的资金缺口。下一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我们抢抓机遇，指导临夏县做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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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和贮备，积极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继续关心和支持

我州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资金分配和使用监管力度，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

附件: 彩票公益金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绩效

目标表

临夏州财政局

202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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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公益金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临夏市南滨河路体育健身步道建设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所属基金 彩票公益金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 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100 万元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全面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工作，极大的改善了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目的，

满足了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完善我市体育健身功能，提高城市品位起到了积

极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体育服务设施面积 7838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规划编制完整性、合规性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开展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并实行重点倾斜
100%

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 10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 100%

资金在规定时间下达 100%

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100%

按时向社会公告项目实施情

况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带动社会资金的投入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弥补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欠账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
持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注：数量指标可包括受益人群、场所建设数量和面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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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公益金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

（和政县松鸣镇中心敬老院建设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所属基金 彩票公益金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0 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140 万元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1、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我县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特别是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发

展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2、该项目的实施有效弥补我县社会公益事业欠账， 填补了我县农村养老服务设施

空白。

3、该项目的实施极大促进我县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养老服务设施面积
≥4000 平方

米

质量指标

项目规划编制完整性、合规性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开展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实行重

点倾斜
100%

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 10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 100%

资金在规定时间下达 100%

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100%

按时向社会公告项目实施情况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带动社会资金的投入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弥补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欠账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持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注：数量指标可包括受益人群、场所建设数量和面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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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公益金中央对地方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积石山县县城全民健身广场提升改造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所属基金 彩票公益金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0 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350 万元

地方资金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全面推动了我县全民健身工作，极大的改善了我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目的，满

足了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完善我县体育健身功能，提高城市品位起到了积极作

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体育服务设施面积
57333.62 平

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规划编制完整性、合规性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开展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

实行重点倾斜
100%

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 10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 100%

资金在规定时间下达 100%

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 100%

按时向社会公告项目实施情况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有效带动社会资金的投入 0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弥补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欠账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

平
持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注：数量指标可包括受益人群、场所建设数量和面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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