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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一、项目基本情况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央财政衔

接资金以工代赈项目    

堡子镇听包场、杨家扁村   

达川区以工代赈办公室   

新增项目    

2023年 

申报项目预算金额为 435 万元（资

金来源为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和业主单位自筹，其中财政资金 

390万元，自有资金 45 万元）,2023年度预算 435万元，预计使

用 390万元。 

项目 2022年 10月由区以工代赈办报区政

府同意参加全省项目遴选，成功入围。2022年 12月份省发改委

下达项目计划，补助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 3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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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公益类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兼顾项目村产业发展需

要。主要用于堡子镇听包场村、杨家扁村道路和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改建硬化道路 6.8公里（3.5米*0.2米），打通断头路，

形成路网，改善园区道路条件，方便农产品生产和运输；整治山

坪塘 3口（4900立方米），改善项目村灌溉条件。项目计划吸纳

当地群众 145人务工，发放劳务报酬 100.51万元。 

为加快项目建设速度，进一步发挥以工代赈资金效益，最大

限度组织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实现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项目由堡子镇听包场、杨家扁村村委会组织村民自建。 

二、评估原则 

根据 2023 年预算编制要求，绩效评估本着真正过紧日子的

原则，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从严从紧控制项目申报和预算安排，

非必要项目和工作内容可压尽压、应压尽压，做到客观、绩效、

精准。 

三、评估目的 

通过事前绩效评估将绩效管理关口前移，为项目设立和预

算安排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从源头上防控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无效，提

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评估程序和方法 

 

2023 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评估工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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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展。按照有关规定和工作安排，我单位开展自行评估，通过

自行成立评估组，通过收集被评估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并查阅资

料、收集数据信息等，深入论证分析后，形成绩效评估报告。 

 

本项目通过现场踏勘、与项目相关人员座谈或讨论、聘请相

关专业专家、市场调研等方法了解项目情况，收集相关资料，综

合分析相关情况后，对项目的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目标合

理性、方案可行性以及筹资合规性实施评估。 

五、评估内容 

 

1. 堡子镇是我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镇之一，原有贫困人口 1045户 3142人，

仍有监测户 37户 104人。有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370户 1228人，

是达川区搬迁人口最多的乡镇，有集中安置点 11 个，集中安置

户 246 户 807 人。听包场村、杨家扁村有脱贫人口 248 户 755

人、易地扶贫搬迁户 92 户 332 人，有劳动力 2800 余人，建有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3个，集中安置户 58户 215人，项目

村已脱贫人口、易地搬迁人口多，这些群众脱贫后需要新的增收

途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后续扶持任务重，特别是受新冠疫情

影响，群众外出务工受阻，急需新的就业渠道，需要通过实施以

工代赈项目，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务工并获得劳务报酬，直

接增加收入，实现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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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达川区制定的

《达州市达川区“十四五”乡村振兴规划》要求“推动乡村产业

质量发展”，提出突出优势特色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3+3+3”产业体系。本项目支持的生态大米、青花椒产业属于达

川区三大基础性产业和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达川区大力实施“优

质粮油增产增效工程”和稳面提质 20 万亩青花椒产业集群，要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整合多种资源，集聚多方力量，以工代赈资金

项目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听包场村生态大米是“达川区米城堡子高山生态大米现代农

业园区”重要节点，杨家扁村有青花椒园是青花椒规划的“两基

地”的核心之一，已种植青花椒 1000 余亩。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扩大生态大米、青花椒种植面积，延伸

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产业发展。 

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可以改善园区生产条件，助力园区稳定发展，到 2025 年，

整个生态大米、青花椒园区面积扩大到 2000 余亩，每年带动本

地就业 130余人，实现务工收入 30余万元，从而为群众长期稳

定增收创造条件。

4. 听包场村、杨

家扁村地处山区，村组道路等级低、路面狭窄，群众出行不畅。

生态大米、青花椒园区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短板，产业路、生产便

道数量少，水源缺乏，灌溉不能保证，难以满足生产需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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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对道路和灌溉设施进行完善，进一步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 

 

该项目申报总预算 435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以工代赈

资金和业主单位自筹。本次对项目投入经济性的评估是在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预算测算的基础上，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结合项

目实际需求、相关费用标准及市场价格水平，重点对数量是否合

理、投入是否经济、预算测算是否准确、测算过程是否详细、测

算依据是否充分等方面进行了评估。评估认为，该项目任务数量

基本合理、预算测算过程较为详细、测算依据基本充分、有一定

的经济性。建议预算控制在 435万元以内，未做评减，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加强工程及资金管理，压缩一般经费开支，力争节约部

分资金。  

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汇总表 

序号 项目内容 申报预算 送审金额 建议控制额 核减 备注  

 合计（万元） 435. 435. 435 0  

 ... ...      

( )  

     该项目通过改建硬化道路，整治山坪塘，可改善项目村基

础设施，设定的绩效目标及相关指标合理，通过项目建设，能够

完成，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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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达川区堡子镇听包场、杨家扁村 项目名称：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

央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项目

（基础设施类） 

职能职责与活动：   

主管部门： 达州市达川区以工代赈办公室 项目经办人： 王林 项目总额（单位：元） 435 

预算执行率权重

(%)： 
10 

项目经办人电

话： 
 08182653206

其中： 

财政资金： 390 

整体目标(2000 字

内）： 

  该项目应于 2023 年度内预计用 390 万元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 改建硬化道路 6.8 公

里（3.5 米*0.2 米）、整治山坪塘 3 口。其中：听包场村改建硬化道路 3.4 公里、整治山

坪塘 2 口；杨家扁村改建硬化道路 3.4 公里、整治山坪塘 1 口。完善项目村基础，发放群

众劳务报酬 100.51 万元，打通断头路，形成路网；改善群众出行、生产和物资运输条

件；改善农田灌溉条件。 

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 
  

单位资金： 45 

社会投入资金：   

银行贷款：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150 字内） 指标性质 

历史参

考值 
指标值 

度量

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硬化 3.5 米宽乡村道路长度 ≥   6.8 公里 14 正向指标 

整治山坪塘数量 =   3 口 14 正向指标 

质量指标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工程验收

合格率 

=   100% % 7 正向指标 

时效指标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项目按计

划完工及时率 

=   100% % 7 正向指标 

成本指标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项目预算

成本控制数 

≤   390 万元 7 反向指标 

成本指标 发放劳务报酬成本 ≥   100.51 万元 7 正向指标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道路和山坪塘正常投入使用率 =   100 % 8 正向指标 

达州市达川区堡子镇 2023 年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以工代赈项目受益

人数 

≥   560 人 8 正向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道路使用年限 ≥   8 年 8 正向指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8% % 10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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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村聘请第三方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项目理事

会，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是明确，有具体的实施时间，有明

确的工作程序，基础设施条件能够有效保障，资金足额保证，具

有相应的质量检查、验收等必要的控制措施或手段，有针对突发

事件或未知风险的应急措施。 

 

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根据达州市财政局等 3

部门文件精神（达市财家〔2022〕100号）精神，省下达我区 2023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补助资金 390 万元，评估项目具有公共性，

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筹资渠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筹资结构

合理，资金来源渠道明确，各渠道资金到位时间能够落实。 

六、评估结论 

综合前述评估内容来看，该项目立项必要性和依据充分，绩

效目标明确，具备实施条件，具有公共性，符合财政资金支持方

向等。建议予以支持，预算控制在 435万元以内，财政支持 390

万元。我单位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加强运行

监控，节约财政资金并提升资金效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达州市达川区以工代赈办公室 

 2023年 2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