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

划市级补助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水务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10000.00 0.00 100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10000.00 1000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10000 

市级以奖代补资金 1000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补贴政策执

行规范性 
规范 5 好 5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监督制

度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责任惩戒机

制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产出目标

（20 分） 

完成农村污

水治理村庄 
=500 个 4 =502 个 4 

完成尾水湿

地建设 
=3 座 4 =3 座 4 

完成污水厂

提标改造 
=10 座 4 =10 座 4 



完成污水管

网新改建 

=400 公

里 
4 

=426.422

公里 
4 

完成污水厂

新改扩建 
=6 座 4 =8 座 3.83 

结果目标

（28 分） 

较上年新增

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量 

=6300 万

吨 
9.33 

=6497 万

吨 
9.33 

改造污水厂

排放标准达

到“苏州特别

排放限值标

准” 

=100% 9.33 =100% 9.33 

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 
=85% 9.34 =85% 9.34 

影响力目

标（6 分） 

全市城镇黑

臭水体消除

率 

=100% 3 =100% 3 

开展年度考

核 
=100% 3 =100% 3 

合计 79.83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2019-2021 年，苏州市级财政安排 9 亿元以奖代补资金，对高质量推

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予以补助和奖励，激励、引导各市区加快补

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解决生活污水治理能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项目总目标 

激励、引导各市区加快补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解决生活污水治理能

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设施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尾水全提标、

监管全方位的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年度投资 30 亿元，完成五大项治理任务 

项目实施情况 

为充分发挥市级奖补资金的激励和带动作用，确保全市“厂网湿”建

设项目系统推进、早日成效，市水务部门将重点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任

务纳入省高质量发展考核任务和年度政府实事项目强力推进，并加大

协调指导、开展季度督查和年度考核；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水务部门出

台《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市级以奖代补资金分配办

法》（苏财农[2019]101 号）、制定《苏州市高质量推进城乡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考核评分标准》，强化资金的规范使用和及时下达，并于 2020

年 7 月和 9 月分两批下达年度预算内奖补资金各 0.5 亿元。 

一、狠抓任务推进 

坚持目标导向，强化责任分解，将重点任务纳入省、市考核任务加以

落实，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提标改造、污水接纳、管网检查修复等任

务推进。2019 年，列入省高质量发展考核任务和市政府实事项目的重

点任务全部完成，基本完成 8 座城镇污水厂改扩建，可新增污水处理

能力 17.8 万吨/日；提标改造城镇污水厂 10 座，尾水排放达到“苏州

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建成 426 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和 3 座生态尾水净

化湿地；完成 502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85%。 

二、强化责任落实 

落实“各级领导抓推进、牵头部门抓指导、板块政府抓实施”的工作

方法，层层明确任务，切实抓出成效。一是提高站位抓推进。李亚平

市长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年度目标、任务、要求；

各地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或现场办公推进，或专题研究部署，围绕目

标任务精准发力。二是加大协调抓指导。全市在牵头部门成立两级工

作专班，实行实体化办公，对治理任务加强统筹、协调、督查和指导。

先后举办技术推介会、苏州论坛，编制印发管网和实地技术规定，组

织开展专题培训。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水务部门出台奖补资金分配办

法，制定考核评分标准，加大市级奖补资金额规范使用和考核评价。

三是强化责任抓落实。落实属地责任，将绩效目标列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加以推进，分解任务，强化资金、用地等保障措施，加快项目落地、

建设和推进。强化部门联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排污、

偷排偷倒等行为；加强部门配合，加快解决排污口审批和市级奖补资

金落地。加大行业监管，严格排水许可，推进“十个必接”，规范重



点行业排水行为，引入第三方监管模式。四是突出成效抓引领。苏州

因地制宜建设尾水生态净化湿地的经验做法，在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

尾水湿地建设现场会上得到推广；“以绣花功夫控源截污，实现污水

治理提质增效”的案例及相关做法，在住建部两次城镇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工作培训班上得到借鉴。 

项目管理成效 

一是圆满完成省、市重点任务。列入省高质量发展考核的城镇污水厂

尾水提标改造和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任务按时超额完成，尾水排放

达到高于省级标准的“苏州特别排放限值”标准。此外，为强化污水

收集接纳，2019 年，全市还建成 38 个独立场站污水设施和 21 个厂站

除臭系统，完成完成 817 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1037 个阳台车库污水

收集系统、3069 个“十个必接”、5588 个重点行业污水接纳系统建设，

检测检查 5659 公里排水管网。二是能力建设实现重大进展。落实“厂

网湿一根轴，水气泥一盘棋，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末端治理一条线，

市县镇村一张网”系统治理路线，大力推进能力建设，根据改扩建设

计规模，预计可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497 万吨，实现污水处理能力、

污水接纳能力、污水输送能力三提升。2019 年，在供水量下降 3199

万吨的情况下，全市城镇污水厂污水处理量达到 11.16 亿吨，较上年

增加 1435 万吨。三是治理成效逐步显现。2019 年，污染物削减量较

上年有较大增幅，CODcr 削减 33.48 万吨，较上年增加 1.98 万吨；BOD5

削减 15.17 万吨，较上年增加 1.65 万吨。水环境整治成效日益显著， 

基本消灭城镇黑臭水体；水环境质量持续趋好，16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

Ⅲ比例为 87.5%，同比上升 18.8 个百分点。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在项目推进、建设质量、运管水平等方面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任

务进展还不够快。个别地区、部分项目受规划、土地、资金等因素影

响，进展略有滞后，个别污水厂建设及提标改造、尾水净化湿地任务

还有脱幅，如巴城污水厂扩建及提标改造受土地问题而延期。二是工

作质量还不够高。市区对乡镇指导还不到位，在计划制定和落实方面

还有不足，在建设实施方面，部分项目施工不规范，雨污分流还不彻

底，如半年度督查发现张家港金港镇阳光家园区域雨污分流还不够彻

底。三是管养措施还不够全。由于责任不到位、资金不到位、力量不

到位等原因，还存在源头管控还不严格，设施养护还不到位等问题，

如吴中区甪直个别小区仍存在私接污水管。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为提升任务进度和质量，将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落实措施，抓

好推进。一是加大技术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管网建设与检查修复

相关技术规定，进一步明确材料、施工规范等要求；二是落实“不定

期指导、季度督查、年度考核”制度，加大监督和检查，督促相关板

块、部门落实责任，加快年度任务推进；三是强化督导手段，落实通

报、督办、提醒等措施，加快任务推进，加大问题整改力度。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