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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2019 年 

退牧还草工程的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背景及内容。泽库县土地总面积 6658.06 平方千

米，天然草地占绝大部分，面积 978.75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98%，全县土壤类型多样，主要以高山草甸土、高山灌丛草甸土、山

地草甸土、沼泽土为主。近年来由于雪灾、沙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农牧民过度放牧以及狼毒、鼠害、草原毛虫危害导致草地荒漠化日益

严重，为缓解草地生态进一步恶化，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实施退

牧还草工程。 

截止 2018 年，通过实施退牧还草等工程，累计建设草原围栏 190

万亩，其中休牧围栏 140 万亩，划区轮牧围栏 50 万亩；退化草原改

良 44.9 万亩；人工种草 2 万亩；无毒害草治理；黑土滩退化草原治

理 16.75万亩。 

泽库县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 2019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的批复》（青林草

〔2019〕867 号）文件实施，项目建设工期为 2019 年 7 月—2020 年

8 月。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划区轮牧围栏建设 20 万亩、毒害草治

理 10 万亩、退化草原改良 20 万亩、人工种草 5 万亩、黑土滩治理

15 万亩。 

 项目资金到位、使用情况。泽库县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投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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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共计 6940.00万元。该项目以实际完成工程量向财政申请直接支付，

截止 2020 年 8 月 4日，泽库县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项目资金共支出

40,764,363.51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短期目标:通过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结合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机制的落实，使 20万亩天然草原得到合理利用、25 万亩中度退化草

地得到恢复、15 万亩黑土滩和 10 万亩毒害草得到综合治理。 

长期目标:草原植被得以休养生息，植被覆盖率大幅增高，生物

多样性增加，生态功能增强，使草原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评价项目的情况

和特点，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的情况，对项目投入、实施过程、产出、

效益等，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科学、客观、公正的对项

目管理及项目产出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及资金

的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

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原则：绩效评价本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 

3、分级分类原则：本次绩效评价由项目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

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将针对建设项目具体投入及相

关效益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应与资金投入和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

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依据 

1、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 2019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

的批复》（青林草〔2019〕867 号） 

2、泽库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退牧还草（州市级）中央基

建投资支出的通知》（泽财建字〔2019〕491 号） 

3、《2019 年泽库县退牧还早工程作业设计》 

4、《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 

5、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6、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财务会计资料 

（四）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项目情况，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大方面拟订

绩效评价指标，设定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24 个三级指标。

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共设 100 分，项目决策占比 17%，项

目管理占比 47%，项目绩效占比 36%。 

（五）评价方法 

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泽

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项目自身的特点，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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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采用查证资料于复核等程序进行绩效评价。在比较分析项目

资料的基础上，以现场或非现场方式，通过询问、查看影像资料等形

式，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项目产生的效益做出判断

和评价。 

三、综合评价结果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果档次表 

评价档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总体评价分值 S≥90分 90分＞S≥75分 75分＞S≥60分 S＜60分 

（二）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总体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为 81 分，其中：项目决策满分

17 分，扣分 8 分，实际得分 9 分；项目管理满分 47 分，扣分 2 分，

实际得分 45 分；项目绩效满分 36 分，扣分 9 分，实际得分 27 分。

绩效等级为良好。（详见附件）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指标分 17 分，实际得分 9 分）主要评价项目

立项情况、绩效目标设立情况和资金来源。 

1、科学决策。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按照省委政府“一优两

高”重大战略部署，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林草融合发展为方向，

通过实施划区轮牧、退化黑草原改良、黑土摊治理、人工种草、毒害

草综合治理，使区域草地的牧草得以休养生息，达到保护和改善草地

生态环境的目的。该项目实施前期委托湖北天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编制了《2019 年泽库县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并取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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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批复，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且项目所需资金已列

入青林草局投资计划，能将保证项目实施顺利。项目前期程序规范，

但项目建设单位未制定项目监管办法、目标实现要求、项目验收标准

等管理细则。 

2、绩效目标。该项目按照《2019 年泽库县退牧还早工程作业设

计》实施，项目产出明确，但作业设计中未对项目绩效目标提出要求，

无量化指标对项目效果进行考核评价。 

3、资金来源。该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解决，预算

资金 6940 万元，其收支由专账核算，专项资金来源有保障，使项目

顺利实施。 

（二）项目管理（指标分 47 分，实际得分 45 分）主要评价项目

的投入管理、财务管理和项目前期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率。该项目按照实际发生工程量向泽库县财政局申

请支付，项目资金在向县财政提交申请后及时拨付，资金到位率为

100%。 

2、资金使用。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项

目预算资金 6400.00 万元，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项目资金共支出

40,764,363.51元。经检查相关财务资料，未发现挪用、挤占、截留

专项资金现象。 

3、专项资金管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健全；财务开

支审批制度建立健全；建立台账，上级拨入、本级支出、发放使用及

结余情况清楚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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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前期管理情况。项目申报规范性方面：该项目前期《2019

年退牧还草作业设计的报告》申报材料、以及材料的提交时间和提交

流程等事项符合规范；项目管理制度及安全性方面：该项目按照《2019

年泽库县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实施，但项目单位未制定相应的项

目管理制度；项目立项批复方面：项目根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关

于 2019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的批复》（青林草〔2019〕867 号）

文件开展实施；招投标程序方面：项目实施单位委托四川良友建设咨

询有限公司进行标段一至标段十七的项目招投标，招标程序按照相关

要求执行，招标程序规范；委托青海鼎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标段

十八至标段四十四的项目招投标，招标程序按照相关要求执行，招标

程序规范。项目经公开招标后评标，确定中标施工单位，与评标有关

的资料完整，并已按要求归档。 

5、项目实施情况 

截止 2020 年 8 月 4 日，该项目已完成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 44

个标段招投标程序并签订《2019 年度泽库县退牧还草工程划区轮牧

围栏建设项目网围栏采购安装及运输》、《2019 年度泽库县退牧还草

工程退化草原改良项目施工合同》等合同进行施工。 

（三）项目效益（指标分 36 分，实际得分 27 分）主要对预期经

济效益、预期社会效益、预期生态效益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1、预期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牧民的畜牧方式向舍饲、

半舍饲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项目建设能够提高鲜草产量，从而

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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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期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农牧民的传统畜牧业发展

思想随之发生重大转变，向集约化、高效性、和谐性转换，自觉保护

生态意识明显增强。 

3、预期生态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草原植被得以休养生息，

植被覆盖度增加，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草原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环，

促进生态环境与草食畜牧业持续、健康与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4、项目可持续性。退牧还草项目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的生态工程，

对于缓解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减少和遏制水土流失及土地

荒漠化等生态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传统的四季放牧制度对草原生态

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牲畜数量增加，草原面积相对缩小，放

牧对草原的破坏日渐明显，因此实行季节性休牧、草畜平衡和基本草

原保护制度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措

施。 

五、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未设立绩效目标。未按照该项目的实施方案设立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根据相关要求设立产出指标（数量、质量、成本、时效指

标等）、效益指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

标等）、满意度指标。 

（二）未建立该项目的管护机制。项目建设单位按照《2019 年

泽库县退牧还草工程作业设计》实施，但未制定项目监管办法、目标

实现要求、项目验收标准等项目管理细则以应对后期对草滩的长效管



 8 

护治理。 

六、提出的建议 

（一）设立绩效目标，加强全过程绩效管理。制定该项目的效益

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指标，规范绩效指标设置，建立项目监

管办法、项目验收标准等细则，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使用和项目的

顺利有序实施，以及项目完成后对草滩的长效管护，项目实施单位应

建立健全项目长效管护机制，在项目完成后开展有效的长期治理工作。 

（三）收集农牧民意见并完善工作。在退牧还草项目实施过程中

需适当采取当地牧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整合到工程实施中，将会

有利于项目目标的实现。 

（四）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

管理制度，包括日常管理制度和监督反馈机制，并提出明确的质量考

核标准，就当地牧民反馈的情况，及时进行研究、解决和反馈，提高

受益人群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