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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项目）背景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要求，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苏工作的新要求，

积极建设“强富美高”无锡新农村，全市从 2017 年起，每年推

荐评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以点带面，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为确保工作深入推进，特设立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专项资金，

作为经常性项目，用于对受到评选命名的“无锡市美丽乡村示

范村”进行奖励，切实发挥市级专项资金的引导功能。 

（二）专项（项目）依据  

1、《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深

入实施农业 现代化工程建设“强富美高”新农村的意见》（苏

委发〔2016〕1 号） 

2、《关于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建设“强富美高”新农

村的意见》（锡委发〔2016〕16 号） 

3、《中共无锡市委办公室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锡委办发〔2017〕

2 号) 

4、《关于下达〈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考核评价办法〉

的通知》（锡城乡办发〔2017〕6 号）  

5、《关于做好 2017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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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城乡办发〔2017〕8 号） 

6、《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申报工作的通知》

（锡城乡办发〔2018〕2 号） 

7、《关于命名 2017 年度第二批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决

定》（锡城乡发〔2017〕3 号） 

8、《关于下发 2018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候选村名单的通知》

（锡城乡办发〔2018〕5 号） 

9、《关于命名 2018 年度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决定》（锡

乡振发〔2018〕5 号） 

（三）专项（项目）组织管理 

在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中，市农业农村局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培育美丽乡村示范村。按照“精心打造 100 个美丽乡

村示范村”的总体目标要求，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综合考量

产业基础、自然风貌、文化特色、生态环境、区位条件等资源

秉赋，遵循布局形态、绿色产业、富民生活、宜居生态、乡风

和谐“五美”乡村建设目标，经组织各市（县）区筛选排查，

确定将 32 个村纳入培育名单。制定下发相关工作意见，组织候

选村编制建设规划，实施重点项目，打造特色风貌。各候选村

围绕设施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社会安定

和谐、宜居宜业宜游的建设内涵，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市

级组织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验收评审，确定 25 个村获评

2018 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 

二是开展专项资金奖补。制定实施专项资金奖补方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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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奖补资金 2500 万元，1300 万元用于对 2017 年受到表彰的 13

个村进行命名奖补和项目奖补，1200 万元用于对 2018 年受到命

名的示范村进行命名奖补。会同市财政局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联合下发了《关于下发 2017 年无锡市第二批美丽乡村建设专

项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关于下发 2018 年无锡市美丽乡村

第一批以奖代补资金的通知》，指导各市（县）区根据通知要求，

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专项资金实施办法，审核美丽乡村示

范村候选村项目，并联合本地财政局提交请示，报市级备案，

同时秉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原则，加大监督力度，把

项目申请和资金使用情况纳入村务公开内容，接受村民监督。 

（四）专项（项目）实施内容 

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的实施主要包括命名奖补和项目奖

补两方面内容： 

1、命名奖补。对 2017 年受到表彰的 13 个村、2018 年受

到表彰的 25 个示范村进行命名奖补，每村 50 万元，计 1900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安排 1850 万元，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

经费中安排 50 万元）。 

2、项目奖补。下达项目奖补资金 650 万元，对 2017 年示

范村完成《无锡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考评指标体系》五大类

十五项指标所涉及到的项目进行奖补，全市 2017 年第二批 13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共申报 35 个建设项目，其中宜居生态美 32

个，绿色产业美 1个，乡风和谐美 1个，富民生活美 1个，项

目投入总规模达到 2.47 亿元。 

（五）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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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无锡市美丽乡村建设专资金年初预算 2500 万元，

年度执行中未调整预算数，资金使用率为 100%。其中 1300 万

元用于对 2017 年受到表彰的 13 个村进行奖补（2017 年分两批

命名，共 25 个村，第一批 12 个村在 2017 年进行了奖补），1200

万元用于对 2018 年受到命名的 25 个示范村进行命名奖补（其

中1个示范村资金50万元从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经费中安排）。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按照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无锡市本级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锡财绩〔2019〕2 号）

文件精神，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采取自我评价的方

式，具体由原市委农办发展处现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

进处负责组织实施。 

（二）评价的过程。认真梳理了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有

关工作，搜集整理了有关资料，对比了专项资金预算和执行情

况，认真分析了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2018 年，无锡市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为建设美

丽乡村示范村25个，完成绩效目标25个，绩效目标完成率100%。

详见《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

况表》（附表 2）。 

经自我评价，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 2018 年度评分为 100

分。详见《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

标表》（附表 3）。 

四、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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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建成示范村 50

个，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全市建成 10 个“江苏最

美乡村”（占全省总数的 11.4%）、6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宜兴市成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一是乡村规划不断深

化。在 2015 年基本完成镇村布局规划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村庄

规划编制工作，制定了《无锡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对农村产

业发展、人口布局、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作出了具体引导，

促进城乡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二是美丽经济加快发展。把美

丽乡村建设与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着力培育美丽经济，涌现了宜兴湖㳇茶旅小镇、惠山区阳

山“田园综合体”等一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打造了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嘉年华等活动，提升

了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三是强村富民成效显

著。坚持以乡村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更好条件，引导在建设新

家园中创造新家业，形成“村美人富”良好局面。2018 年命名

的 25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村均经营性收入 805.3 万元，同比增长

8.9%，明显高于全市村均经营性收入 5.3%的增幅。四是生态环

境明显提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开展以垃圾治理、

污水处理、绿化亮化、改善村容村貌等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宜兴市、锡山区、惠山区、

滨湖区获评首批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区）。五是文明

乡风更加浓厚。无锡创成全国首个文明城市群，创建全国文明

镇、村 16 个，江苏省文明镇、村 102 个，县级以上文明镇、村

占比分别达到 90%和 55%。 

  

5



附表： 

1. 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

行情况表 

2. 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表 

3.无锡市 2018 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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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专项（项目）资金名称
预算安排数
（万元）

预算调增数
（万元）

预算调减数
（万元）

调整后预算数
（万元）

实际支出数
（万元）

预算调整率
（%）

预算执行率
（%）

备注

合     计

1 美丽乡村建设 2500 2500 2500 100.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日期：2019.05.30 联系电话： 81821113

说明：

    6.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增减变动相应填入预算调增数和预算调减数，并在备注栏中进行说明。

无锡市2018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4.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安排数*100%；本公式中预算调整数取三级项目“预算调减数”合计数与“预算调增数”合计数相比孰大者。

    5.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调整后预算数*100%。

    3.若无预算调整，则，调整后预算数=预算安排数。

填表人：马兴国

    1.“专项（项目）资金名称”填写三级项目名称，若评价对象已为三级项目，则“专项（项目）资金名称”填写下一级项目名称。

    2.“预算调增数”、“预算调减数”均填正数。具体以按规定报市政府同意的调整数计算，可剔除因政府新出台政策及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确定的重大事项
而导致的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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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一级专项

资金
名称

二级专项
资金
名称

明细项目名
称

绩效目标名称 2018年目标值 2018年完成值
绩效目标值
完成率（%）

备注

（1） （2） （3） （4） （5） （6） （7）

1
2017年美丽乡村示范
村个数

奖补2017年已经建成但未表彰的

美丽乡村示范村13个
13个 100%

2
2018年美丽乡村示范
村个数

奖补2018年新认定建成的美丽乡

村示范村25个
25个 100%

补充：

填表人：马兴国 联系电话：81821113

说明：

    4.2018年目标值为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值，若年中绩效目标值随预算调整有变动，则填写调整后绩效目标值，并在备注栏内说明。

美丽乡村
建设

美丽乡村建
设

    5.（7）=（6）/（5）*100%。

总体绩效目
标

无锡市2018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1.根据人大决算审查要求，该表将随同2018年度决算草案报人大审查，请各预算部门（单位）认真填写。

    2.“总体绩效目标”下方填写明细项目名称。

    3.“总体绩效目标”和明细项目填写相应绩效目标名称，绩效目标值的单位填写在绩效目标名称后的括号内，如，教师培训数量（人）。

    2018年，无锡市城美丽乡村建设专项（项目）绩效目标共2个，完成绩效目标2个，绩效目标完成率100%和96%。

日期：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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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权重
2018年
目标值

2018年完
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35 35

111 预算调整
率％）

4 0 0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年初预算安

排数*100%。

以按规定报市政府同意的调整数计算，可剔
除因政府新出台政策及市委常委会、政府常
务会议讨论确定的重大事项而导致的预算调
整。

≤10%得满分，每大于1%扣1分，

扣完为止。
4

请填写计
算过程。

112 预算执行
率％）

4 100% 100.00%

预算执行率（%）=本年已执行数/年初预算

安排数（若有预算调整，则分母使用调整后
预算数）*100%

≥95%得满分，每小于1%扣0.5分，

以此类推。
4 请填写计

算过程。

113 明细支出合理
性

7 符合 符合
明细支出内容和额度是否符合项目的特性，
随意分配资金

发现一处不符合扣0.5分，扣完为

止
7 请附说明

121 项目实施配套
办法

6
有管理
和实施
细则

有管理和
实施细则

有没有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配套办
法或实施细则，内容包含政策依据、总体目
标、使用范围和分配方式、执行年限、管理
职责、预算的执行与管理、绩效管理和监督
检查等因素

没有制定各种办法不得分，缺一项
办法扣1分，缺一项要素扣0.5分

6 请附资料

122 项目运转程序
规范

7 是 是
项目是否按规定程序运行，如项目是否按管
理办法执行，政府采购等手续是否完备

发现一起不符合规定扣3分 7 请附资料

123 项目实施跟踪
管理

7 有 有

活动类有无相关记录，项目类有无跟踪、检
查、考核记录。活动类是指会议、宣传、培
训等业务类支出；项目类是指实行项目化管
理的项目类支出；跟踪、检查、考核记录是
指可证明已实施跟踪、检查、考核工作的相
关工作底稿、跟踪检查报告及考核结果等。

没有相关记录，发现一起扣1分，

没有事后检查考核记录发现一起扣
0.5分

7 请附资料

6 6

11、使用情况

12、规范运作

2、材料质量

无锡市2018年度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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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报送材料及时
性

2 及时 及时
评价单位是否按照要求及时报送绩效评价材
料

超过规定时间一天扣0.5分，扣完

为止
2

212 报告材料准确
性

4 是 是
评价单位是否按照要求报送材料，报送材料
是否准确

数据错误一处扣0.5分，格式错误

一处扣0.5分，报告缺乏关键要素

（年初目标完成情况、预算执行情
况、预算调整情况、项目执行过程
、检查跟踪情况、相关文件出台情
况、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少一
个要素扣0.5分，扣完为止

4

59 59

311
2017年美丽乡
村示范村个数

29 13 13
奖补2017年已经建成但未表彰的美丽乡村示

范村个数
29

312 2018年美丽乡
村示范村个数

30 25 25
奖补2018年新认定建成的美丽乡村示范村个

数
30

313

321

322

323

100 100

联系电话 81821113

说明：

31、专项总目

标

按2018年完成值与2018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
得满分；85%-100%或140%-200%，
按比例扣分；≤85%或≥200%，得0
分

按2018年完成值与2018年目标值的
比率区间评分，≥100%且≤140%，
得满分；85%-100%或140%-200%，
按比例扣分；≤85%或≥200%，得0
分

      5.“31、专项总目标”、“32、明细项目目标”分别填写单位制定的2018年专项（项目）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和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涉及年度预算调整的，以调整后
的绩效目标为准），相应权重在59分内由预算部门（单位）根据重要性原则分配。请在备注栏内标明明细项目目标所属的明细项目名称。

      4.请在备注栏填写“预算执行率（％）”的完整计算过程，单位万元，计算方法见附表1注5。

12、材料质量

32、明细项目

目标

填表人:马兴国 日期：2019.05.30

      6.“31、专项总目标”、“32、明细项目目标”对应的“指标的解释”可以填写相应绩效目标的涵义说明、依据文件、计算过程或其他需要解释的内容。

总分

      1.“2018年目标值”填写2018年年初目标值，年度预算若有调整，以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值为准，并在备注中说明；“2018年完成值”填写本年度相应指标的完成值。

      2.“自评分”由预算部门（单位）比较“2018年目标值”与“2018年完成值”，对照打分标准进行自评打分。

      3.请在备注栏填写“预算调整率（％）”的完整计算过程，单位万元，计算方法见附表1注4。

3、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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