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宜兴市农业机械 技术推广站

项目名称： 农机补贴

项目实施年度：2020年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2020年/1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2020年/12月

项目自评价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2020年，我站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

下，以全面提升全市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为核心，遵循“政府引导、装备

支撑、技术引领、服务保障、协同推进”的指导原则，以水稻、小麦两大作物

为主要对象，以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为重点环节，加

快推进农机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培育壮大农机服务市场主体，重

点突破粮食产地烘干、高效植保等薄弱环节，巩固提高机械化种植水平，推动

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切实增强粮食生产综合保障能力。宜兴市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站的农机补贴专项资金是260万元整，实际拨付资金260万元，通过年初制定

绩效目标及管理办法，年末组织申报、专家评审、决议通过，严格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

全市对农机补贴资金投入达到260万元，分三部分对我市农机化发展进行

补贴。一是机具奖补，对自走式植保机、茶叶机械等进行奖补；二是农机服务

体系建设及服务组织扶持发展补助，用于机插秧示范村与合作社奖补，服务组

织机库补贴，全程机械化创建专项；三是高效农机建设，用于新农机新技术试

验、示范，高效设施农机示范基地建设。

2020年宜兴市财政下达农机补贴专项资金260万元，根据《关于下达2020

年无锡市、宜兴市农机化发展专项资金补贴计划的通知》（宜农发〔2020〕71

号）文件精神，宜兴农机化发展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我市机具奖补、农机服务体

系建设及服务组织扶持发展的补助、高效农机建设（具体内容见补贴资金表）。

补贴资金表

序号 补贴种类 补贴标准（万元） 数量 补贴金额（万元）

1 农机作业补贴 1 120 120

2 机库建设补贴 1 10 10

3 现场会 3 6 18

4 机插秧、秸秆还田奖补 1 20 20

5 全程机械化示范奖补 3 5 15

6 新技术、机具试验示范 8 4 32

7 高效设施示范基地 15 3 45

合计 260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情况和评价结

论等）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情况和评

价结论等）

评价指标遵循全面性，层次性，可行性，可比性和导向性等原则确定了决

策、过程、产出、效益和满意度五类一级指标，其中决策类下设3个二级和6

个三级指标，过程类下设2个二级和5个三级指标，产出类下设3个二级和9个三

级指标，效益类下设3个二级和4个三级指标，满意度类下设1个二级和1个三级

指标。评价指标分类合理，评价标准适当、可行，能够通过绩效自评价表反映

出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工作开展情况。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0年度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预算绩效总分100分，自评价得分100分，圆满

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详见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价表）。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

效益分别归类分条撰写）

我市各类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很快，过少的补贴资金无法有效激发农民购置

特色农机的积极性，影响着高效农业的发展,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一是加大农机转型升级。全市农机装备结构与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农

机装备智能化信息化程度持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保持在90%以上，主要农

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到97%，设施农业、畜牧水产养殖、林果和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65%以上；二是加大特色农机建设。结合产业发展规划，

加大我市特色农机装备引进，特别是茶叶生产加工、农业废弃物处理装备的引

进试验示范；三是加大优农惠农工作。规范农机购置补贴和秸秆还田工作，稳

步推进农机实用技术免费培训工作的开展，切实把优农惠农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4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宜兴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项目名称： 农机补贴

评价指标 年初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有立项依据得全分；依据见自评报

告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立项程序规范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绩效目标合理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3% 3 绩效目标明确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预算编制科学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3% 3 资金分配合理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3% 3 资金使用合规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管理制度健全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3% 3 制度执行有效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产出

数量指标

农机作业补贴 100台套 120台套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机库建设补贴 10个 10个 3% 3 完成目标值50％以上得全分，每少
5％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现场会 6个 6个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机插秧、秸秆还田
奖补

20个 20个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全程机械化示范奖
补

5个 5个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新技术、机具试验
示范

4个 4个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高效设施示范基地 3个 3个 3% 3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质量指标

农机作业补贴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机库建设补贴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现场会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机插秧、秸秆还田
奖补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全程机械化示范奖
补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新技术、机具试验
示范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高效设施示范基地 100% 100% 3% 3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

月前

2020年12
月前

3% 3 2020年度完成得全分，逾期则不得

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效益 经济效益 产值增长率 5% 5% 5% 5 产值增长5％以上得全分，每减少1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评价指标 年初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机械化水平 优 优 5% 5 根据无锡市机械化水平要求得分，

依据见自评报告

生态效益 秸秆还田 普及 普及 5% 5 秸秆还田普及得分，依据见自评报
告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满意度 70% 1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70％以上得全分，

否则不得分

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70% 1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70％以上得全分，
否则不得分

总计 100% 100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
标设置情况自行调整。原则上项目产出、权益类权重占比不低于60%。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
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



附件3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宜兴市蔬菜办公室

项目名称：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实施年度：2020年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2020年1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2020年12月

项目自评价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

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

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宜兴市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专项资金预算110万元整，实际

拨付资金110万元，全部用于宜兴市范围内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年初制定绩效目标

及管理办法，年末组织申报、专家评审、决议通过，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宜兴市蔬菜办公室严格按照《关于做好2020年宜兴市蔬菜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

的通知》宜农发【2020】130号文件中《2020年宜兴市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开展专项资金的管理，通过镇级组织申报、审核，宜兴市蔬菜办公室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宜兴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会研究通过后，拨付奖补资金。

2020年共对17家新型经营主体进行了奖补，合计110万元整。资金使用规范，未发

现违规现象。江苏立新宇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基地内道路补贴资金3万元；宜兴

市新庄街道核心村村民委员会建设200亩百合基地内排水沟（木桩）、建设冷库补贴资

金12万元；宜兴市新庄街道洪巷村村委会建设100亩蔬菜基地沟系、围网、监控等基础

设施建设补贴资金6万元；江苏雅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0亩百合基地道路沟渠，涵洞

桥补贴资金5万元；宜兴市周铁镇洋溪村村委会开展洋溪村黄柑七星圩道路改造工程补

贴资金20万元；宜兴市路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建200亩基地内水泥沟渠2327m（新

建A板589.5mB板294mC板1443.5m）补贴资金10万元；种植大户王裕超新建菇棚5亩（含

菌架）、冷库25m³补贴资金5万元；种植大户储国平改造设施韭菜大棚25亩补贴资金5

万元；宜兴市东林家庭农场新建钢架大棚8亩补贴资金3万元；宜兴市友邻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新建连栋大棚1280㎡补贴资金5万元；宜兴市永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扩建蔬

菜钢架大棚5亩补贴资金2万元；种植大户任波扩建蔬菜钢架大棚5亩补贴资金2万元；

宜兴市大东蔬果专业合作社新建单体钢架大棚15亩补贴资金5万元；宜兴市和桥镇利平

生态种养家庭农场改造基地水肥一体化设施补贴资金3万元；宜兴市周铁蔬菜产业园有

限公司改造永久性蔬菜基地绿色防控建设补贴资金4万元；宜兴市恒春菌业科技有限公

司新购置食用菌生产设备及建设冷藏库补贴资金5万元；宜兴市鲜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蔬菜完善物流配送建设补贴资金15万元。

奖补内容
奖补单位

数量
目标面积

市级奖

补面积

奖补金额

（万元）

1 新建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 6 300亩 850亩 56

2 新建大棚、两网一灌等生产设施 7 100亩 65亩 32

3 应用水肥一体化面积 1 1000亩 1100亩 3



4 示范绿色防控面积 1 10000亩 10000亩 4

5 蔬菜全产业链建设 2 1个 2个 15

合计 17 / / 110

通过资金扶持，全市蔬菜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设施装备水平不断提

升，蔬菜产业适度规模不断发展，切实提高了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推动蔬菜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菜篮子”供应。同时突出抓好规模特色基地建

设，加强扶持引导、服务指导，促进规模基地健康发展。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情况和评价结论等）

评价指标遵循全面性，层次性，可行性，可比性和导向性等原则确定了决策、过

程、产出、效益和满意度五类一级指标，其中决策类下设3个二级和6个三级指标，过

程类下设2个二级和5个三级指标，产出类下设3个二级和9个三级指标，效益类下设3个

二级和4个三级指标，满意度类下设1个二级和1个三级指标。评价指标分类合理，评价

标准适当、可行，能够通过绩效自评价表反映出宜兴市蔬菜生产基地专项资金工作开

展情况。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0年度宜兴市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绩效总分100分，自评价得分

100分，圆满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详见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价表）。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分别归

类分条撰写）

绿色蔬菜产业发展要求高，内容多，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资金管理办法，扶持绿色蔬菜产业发展。



附件4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宜兴市蔬菜办公室 项目名称： 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评价指标 年初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有立项依据得全分；依据见自评
报告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立项程序规范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绩效目标合理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3% 3 绩效目标明确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预算编制科学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3% 3 资金分配合理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3% 3 资金使用合规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管理制度健全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3% 3 制度执行有效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产出

数量指标

新建道路、沟渠等
基础设施覆盖面积

300亩 850亩
5% 5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新建生产配套设施
面积 100亩 65亩

5% 5 完成目标值50％以上得全分，每
少5％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应用水肥一体化面
积

1000亩 1100亩
5% 5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示范绿色防控面积 10000亩 10000亩
5% 5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蔬菜全产业链建设 1个 2个 5% 5 完成目标值100％以上得全分，每
少10％减0.5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合格
率

100% 100% 5% 5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生产配套设施建设
合格率

100% 100% 5% 5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收储运流通主体建
设合格率

100% 100% 5% 5 合格率100％上得全分，每少10％
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

12月前

2020年12
月前

5% 5 2020年度完成得全分，逾期则不
得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效益

经济效益 产值增长率 5% 5%
5% 5 产值增长5％以上得全分，每减少

1％减1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社会效益
保障蔬菜供给 优 优 5% 5 保障全市蔬菜供应，未出现蔬菜

产品短缺为优秀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生态效益
绿色高效种植技术
应用

普及 普及 5% 5 完成无锡市定减肥减药目标得全
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满意度 70% 1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70％以上得全

分，否则不得分



评价指标 年初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满意度

公众 公众满意度 70% 100%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70％以上得全
分，否则不得分

总计 100% 100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
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整。原则上项目产出、效益类权重占比不低于60%。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
则及评分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



附件3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填报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名称：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经费

项目实施年度：2020年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2020年1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2020年12月

项目自评情况

一、项目概况（项目政策、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情况等）

2020年，我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紧紧围绕“两保一无”（保养殖户增收、保畜产

品质量安全，无重大动物疫病）的目标，进一步落实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强化动物

疫病免疫和疫病监测工作，狠抓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考核和奖罚措施落实，进一步完

善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严格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确保了全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和人畜共患病，为全市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2020年市本级共安排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191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91万元，项目实施主要依据原国家《动

物防疫法》“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将全年度用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检疫和

监督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认真按照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及管理办法分配和

使用经费，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了资金使用管理规范，较好地完成年度项目实施

各项目标任务。

全市重大动物防疫经费投入合计191万元，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动物疫病检测试剂

和相关设备 24.3万元；二是采购动物防疫疫苗及物资29.82万元；三是防检疫人员劳务费

及信息服务费等136.88万元。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情况和评价结论等）

评价指标遵循全面性，层次性，可行性，可比性和导向性等原则确定了决策、过程、

产出、效益和满意度五类一级指标，其中决策类下设3个二级和6个三级指标，过程类

下设2个二级和5个三级指标，产出类下设3个二级和4个三级指标，效益类下设3个二

级和3个三级指标，满意度类下设2个二级和2个三级指标。评价指标分类合理，评价

标准适当、可行，能够通过绩效自评价表反映出2020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资金使用、

管理以及防控工作开展等情况。

三、项目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总结的项目绩效）

2020年度重大动物疫病资金预算绩效总分100分，自评价得分100分，全年度未发生重

大动物疫情和影响公共安全事件，圆满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详见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表）。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原则上按照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分别归类

分条撰写）

我市为无锡地区畜禽养殖大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压力较大，尤其是目前动物防

疫人员队伍与养殖场规模需求不相匹配，存在严重缺人缺技术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我市畜牧业健康发展,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扩充动物防疫技术人员。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一是修订我市防疫工作考核细则，调整防疫劳务费标准，充分调动基层防疫人员工

作的积极性；二是全面开展规模养殖场防疫自免“先打后补”政策，增强规模养殖场自主

防疫责任和意识；三是组织开展防疫技术培训，重点突出官方兽医、村级防疫员、养殖场

技术员三级培训，熟悉和掌握动物防疫法律法规、防疫技能和防疫措施等，努力提升防疫

队伍业务素质，为我市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附件4

宜兴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 宜兴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名称：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经费

评价指标 年初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有立项依据得全分；依据见自

评报告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3% 3 立项程序规范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绩效目标合理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3% 3 绩效目标明确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预算编制科学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3% 3 资金分配合理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3% 3 完成100％以上得全分，每少10
％减0.3分；依据见自评报告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3% 3 资金使用合规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管理制度健全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3% 3 制度执行有效得全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产出

数量指标 动物免疫覆盖率 85% 90% 10% 10

免疫覆盖率完成达到85%得全

分，每少于5%减2分，评分依

据为每年畜牧报表和防疫数据
做比较

质量指标

动物免疫抗体率 70% 75% 10% 10
动物免疫抗体保户率达到70%得
全分，每少于5%扣2分，依据为
动物实验室疫苗搞体检测结果

发生重大动物疫病 无 无 30% 30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得全
分，每发生1起扣10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时效指标 完成期限
2020年12月

前

2021年11月
底

3% 3
在12月底完成年度目标得全

分，每退迟5天扣1分，以年度

资金拨付时间为依据

效益

经济效益 减少病死畜禽数量 良好 良好 4% 4

畜禽死亡率控制在1%以内为优

、控制在3%以内为良，控制在

5%以内为及格，及格以上得全

分，死亡率每增加1%扣1分，依
据为每年畜牧报表和动物无害
化报表统计

社会效益 重大疫情发生率 无 无 4% 4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得全
分，每发生1起扣10分，依据见
自评报告

生态效益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安全 安全 3% 3 全年度未发生影响公共卫生安
全得全分，每发生1起影响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减1分依据见自评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98% 3% 3
服务对象满意率达95%以上得

全分，每少于5%减1分。依据

为服务对象意见反馈。

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95% 3% 3
服务对象满意率达90%以上得

全分，每少于5%减1分。依据

为服务对象意见反馈。

总计 100% 100

注：1、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并分别打分。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
设置情况自行调整。原则上项目产出、权益类权重占比不低于60%。2、“评分依据”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
依据，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