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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无锡市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充分发挥

绩效评价效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无锡市

财政局委托第三方参与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规程》（锡财绩

〔2018〕2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受无锡

市财政局委托，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

导向”的原则，于 2020 年 5 月-7 月对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形

成本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背景

为保证无锡市各水利工程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安全度

过汛期，满足防汛、排涝以及调水需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以及各市（县）区管流域性工程保持原有工程面

貌与设计功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无锡市水

利工程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特设立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专项资金。

（二）专项依据

1.《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国家水利现

代化示范市的意见》（锡委发〔2011〕46 号）

2.《无锡市市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锡

水管〔2019〕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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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锡市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及运行管理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锡水汛〔2019〕11 号、锡财农〔2019〕64 号）

4.《无锡市水利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锡水财〔2018〕

28 号、锡财农〔2018〕153 号）

5.《无锡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锡政发〔2018〕

29 号）

6.《市政府批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无锡市城市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锡政发〔2007〕356

号）

7.《水利部关于修订印发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及其考

核标准的通知》（水运管〔2019〕53 号）

8.《关于印发 2019 年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水利稽

查工作要点的通知》（水监督〔2019〕31 号）

9.《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苏水管〔2017〕

26 号）

10.《江苏省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指导意见》（苏水管

〔2016〕39 号）

11.《江苏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苏

水管〔2015〕45 号）

12.《江苏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卡（试行）》

（苏水管〔2014〕58 号）

（三）专项组织管理

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

为无锡市水利局，实施单位为无锡市水利局工程运行管理处

与生态河湖处两个处室，以及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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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站工程管理处、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等三个直属单位。

无锡市水利局工程运行管理处的主要职能有：指导全市

水利设施的管理、保护和综合利用，开展相关水利工程专业

培训，指导市属城市防洪、各市（县）区所属的流域性水利

工程的运行管理。

无锡市水利局生态河湖处的主要职能有：指导全市水域

及其岸线的管理和保护,指导河道、湖泊、水库及河口的开

发、治理和保护；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全市河湖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有：按照国家

和省、市防汛防旱指挥部的指示，组织全市汛前检查，组织

调度抗洪抢险救灾所需的物资、设备；拟定并组织实施城区

防汛岁修、急办、除险加固等工程项目，确保汛期发挥工程

效益。

无锡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的职责主要有：负责无锡城

区运东片 136平方公里外围江尖枢纽工程、仙蠡桥枢纽工程、

利民桥枢纽工程、伯渎港枢纽工程、严埭港枢纽工程的管理

和运行工作，以及原北塘联圩闸站管理处管理的闸站工程。

无锡市太湖闸站工程管理处的主要职责有：对辖区内的

水利工程进行定期检查、观测，及时维修养护，消除故障隐

患；根据上级指令，做好防洪、排涝、防台、抗旱、调水和

控污工作。

（四）专项实施内容

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实施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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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水利局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实施内容包括开展水

利工程精细化管理及白蚁防治培训、水管单位年度考核及水

利工程督查、白屈港、锡澄运河、蠡湖保护规划编制以及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等。

二是市水利局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施内容主要是补助

流域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城市防洪工程属地管理，经费转

移支付至江阴市、宜兴市、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梁溪

区及新吴区。

三是市城防办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实施内容包括防洪排

涝常规专项经费、各枢纽机电设备水工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维

修及更新改造、2018 年绩效论证项目尾款三部分。

四是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及运行管理。实施内容包括

2019 年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城市防汛工程运行管理，其

中包含 2018 年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项目尾款和 2019 年城

市防汛应急工程资金。

五是太闸处运行管理和岁修养护。主要实施内容包括

2019 年运行管理费、2019 年岁修养护费、2018 年岁修养护

项目尾款等。

（五）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9 年，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年初预算为

4793.39 万元，年度执行中报经市分管领导批准，城防处维

修养护专项预算调减 16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0.33%；实际支

出 4450.09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3.1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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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

预算数

调整

预算数

调整后

预算数

预算

调整率

预算

执行数

预算执

行率

合 计 4793.39 -16.00 4777.39 0.33% 4450.09 93.15%

1 城防处维修养护 1080.00 -16.00 1064.00 1.48% 1013.41 95.25%

2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2669.50 0 2669.50 0.00% 2645.86 99.11%

3 太闸处维修养护 1043.89 0 1043.89 0.00% 790.82 75.76%

（六）专项绩效目标

专项年初预算绩效总目标为：确保流域性工程安全运

行，无事故;确保防汛工作安全运行，无事故；保障社会经

济发展综合效益；充分发挥防洪减灾效益。具体明细绩效目

标详见表 2：

表 2：2019 年明细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

护及运行管理项目

城市防汛工程完好率（%） 100

城市防汛工程正常运转率（%） 100

太闸处维修养护
泵站水闸一类设备占比（%） 100

泵站水闸运行情况（不发生一般以上安全事故) 0

城防处维修养护

设备等级评定中一类设备占比 100

水利工程一般以上安全事故发生（%） 0

工程维修养护量（座） 14

运东大包围水位控制（米） <4.2

防汛抢险演练出动（次） 12

防汛物资储备完好率（%） 100

挂钩河长制河道巡查（次） 12

挂钩蓝藻打捞处置点巡查（处） 3

北塘联圩关闸防汛（天) 360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项目补助

流域性堤防安全 零事故

全市水库安全度汛 零事故

水闸泵站设备完好率（%） >=90

建筑物完好率（%） >=80

北兴塘九里河水利枢纽钱家桥闸站等 14 座小型闸站

安全
零事故

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专项

专项培训场次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督查数 12

河湖规划编制数 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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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绩效评价总体思路

项目评价主要从三方面开展：首先是项目管理，依据相

关专项管理办法文件，对照项目实施过程，评价无锡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的申报、批复、合同、实施、验收等过程

是否与政策相符；其次是资金执行，通过分析资金用途及进

度，对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使用

的合理合规性，是否存在挤占、挪用、虚列支出、滞留未用、

支出内容与项目特性明显不符等情况，评价专项资金的使用

效果；最后是绩效目标，通过对比项目初始绩效目标以及增

设的其他绩效目标，结合项目实际，分析项目绩效目标的实

现程度，综合评价专项实施的综合效益。

（二）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绩效评价工作团队由 11 名人员组成，其中教授 1 人，

副教授 2 人，高级会计师 3 人，博士 2 人，硕士 8 人。具体

人员分工明细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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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绩效评价工作团队分工明细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技术资格 工作职责

1 俞红梅
无锡职院

财务处处长

教授

正高级会计师
项目负责人

2 聂庆明
无锡职院

财务处副处长
高级会计师

组织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指标体系设计，现场项目负责人

3 杜 赫 财经学院教师 管理学博士 参与制定绩效评价指标

4 张明泽 财经学院教师 经济学博士
参与制定绩效评价指标、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5 吴兆明
无锡职院

质控部副主任
副教授

参与制定绩效评价指标、

组织社会调查、文字校对与复核

6 叶晓霖
无锡职院

财务处科员
高级会计师

参与制定绩效评价指标、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

7 杨 琴
无锡职院

教务处科员
助理研究员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

8 张琼瑜
无锡职院

财务处科员
会计师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

9 丁蓉菁
无锡职院

财务处科员
会计师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档案管理

10 冯海燕
无锡职院

财务处科员
高级会计师 资料整理、数据分析、档案管理

11 陈丽红
无锡职院

财务处科员
工程师 资料整理、数据分析、档案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另外邀请了 3 名外聘专家

对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全过程指导。外聘专家信息见表 4。
表 4：外聘专家明细表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特 长

1 周桂瑾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 教授，公共管理

2 林素彬 深圳市水务局 工程管理处处长 水利工程管理

3 张甫香 南京林业大学
财务处副处长

正高级会计师

江苏省预算

绩效管理专家

（三）评价的过程

前期调研和研制工作方案。赴无锡市财政局、无锡市水

利局开展前期调研，了解项目概况，明确绩效评价具体要求；

全面查阅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及专项预算及资金支出明

细等基础资料；在前期调研、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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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分工，分别完成指标体系设计和社会调查方案，统筹

编制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并报财政部门审核。

开展实地核查与搜集项目数据。赴无锡市水利局、市城

市防洪管理处、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市太湖闸站工程

管理处获取各类项目申报数据及项目实施佐证材料，核实项

目申报是否规范，项目实施是否按照水闸、泵站、堤防等专

业工作规范实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获取项目经费支出账

页及附件资料，核实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等现象。

组织社会调查与专家评审。通过电子问卷方式，向社会

公众开展满意度调查。对收集到的各类资料进行整理与数据

统计，进行内部复核，进一步核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组织水利工程专家和绩效评价专家，对项目相关资料进行集

体评审，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撰写评价报告初稿并报财政部门审核。对照无锡市绩效

评价工作规程相关要求，按照既定的格式撰写评价报告初

稿；将绩效评价报告初稿送呈无锡市财政局，听取其关于报

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将修改完善后的评价报告报无锡市水

利局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进行修改与完善。

完成正式评价报告并归档相关资料。将修改、完善后的

评价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呈无锡市财政局。同时根据无锡

市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规程的要求，对最终绩效评价的工作

底稿、数据资料等，全面整理、存档，以备查验。

（四）评价指标、权重和标准设计

在政策梳理、文献资料分析、实地走访调研、听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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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等基础上，设计《无锡市水利局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制定了共性与个性两大类指标，分

设投入、过程、产出、效益四大类二级指标和 34 个三级指

标。

共性指标从使用情况、规范运作及目标设置三个方面进

行设计。

个性指标紧紧围绕维修养护主旨，把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的绩效评价分成四部分：分别为日常管护（管理与维护）、

大中修、应急抢修及水利工程管理四个维度。日常管护分为

产出和效益两个二级指标，主要考察水管单位常规工作的完

成情况和工作成效；大中修分为产出和效益二级指标，主要

考核水管单位开展的大中型以上维修养护项目的完成情况

与工作成效；应急抢修主要考察水管单位在突发事件或应急

事件上应对措施是否完备、有效；考虑到本项目有水利工作

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单设“水利工程管理”一级指标，主要

考核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完成情况；满意度指标是指社会满

意度指标。

根据项目资金投入比例及评价重点，分别赋予各类指标

不同的权重：其中共性指标共 40 分；个性指标共 50 分，包

括日常管护 25 分，大中修 16 分，应急抢险 5 分，水利工程

管理 4；满意度指标 10 分，共计 100 分。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根据《无锡市 2019 年度水利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表》（详见附表 1）的评分标准进行逐项评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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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79.66 分，评价等级为“良”。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1. 共性指标

（1）使用情况，权重 13 分，评价得分：12 分。

111 预算调整率：年初预算 4793.39 万，年度执行中市

城防处调减预算 16 万，调整率为 0.33%。该指标权重 4 分，

不扣分，得 4 分。

112 预算执行率：年初预算 4793.39 万，调减 16 万，

调整后预算 4777.39 万元，实际支出 4450.09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93.15 %。该指标权重 4 分，按照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3 分。

113 明细支出合规性：未发现经费支出不合规现象；该

指标权重 5 分，按照评分标准，得 5 分。

（2）规范运作，权重 19 分，评价得分：12 分。

121 项目实施配套办法：有《无锡市市级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项目管理办法》及《无锡市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及运

行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指标权重 3 分，按照评分标

准，得 3 分。

122 项目运转程序规范：经核查发现市太闸处、市城防

处部分项目工程资料未按项目管理卡要求整理装订；市城防

处部分项目采购方式不合规，按照规定询价采购方式应邀请

三家及以上供应商参与，实际操作中存在项目邀请两家供应

商参与询价的情况。该指标权重 6 分，按照评分标准，扣 4

分，得 2 分。

123 项目实施监控管理：经核查,2019 年底，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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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性水利工程专项补助经费在市（县）区账面滞留 762.70

万元，其中新吴区流域性堤防管护经费 5 万元未安排项目，

扣 1 分，详见表 5；梁溪区环卫处项目资金 85 万元滞留在市

（县）区未使用扣 1 分；梁溪区水利局专项资金未实行专项

核算，扣 1 分；按照评分标准，该指标权重 10 分，扣 3 分，

得 7 分。
表 5：2019 年流域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和城市防洪工程属地管理补助经费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预算数 2019 年支出数 2019 年结余数

1 江阴市 186.00 25.20 160.80

2 宜兴市 164.50 162.78 1.72

3 梁溪区 10.00 - 10.00

4 锡山区 540.00 88.20 451.80

5 惠山区 122.00 40.38 81.62

6 滨湖区 82.50 30.74 51.76

7 新吴区 5.00 - 5.00

合计 1,110.00 347.30 762.70

（3）目标设置：权重 8 分，评价得分：5 分。

131 绩效目标合理性：“挂钩河长制河道巡查”与“挂

钩蓝藻打捞处置点巡查”有专项经费支持，与本项目工作关

联度不高，扣 1 分；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权重 4 分，扣 1

分，得 3 分。

132 绩效目标明确性：总目标中“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综

合效益，充分发挥防洪减灾效益”难以量化，扣 1 分；“运

东大包围控制水位标准”目标值市局与直属单位标准不一

致，绩效目标未按规定设置计算公式，扣 1 分；按照评分标

准，该指标权重 4 分，扣 2 分，得 2 分。

2．个性指标

（1）日常管护，权重 25 分，其中产出类权重 15 分，

评价得分：11.7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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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日常巡查：经检查，市太闸处、市城防处等水管单

位都有日常或定期巡查记录；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12 设备及金属结构完好率：经核查，市太闸处、市城

防处设备及金属结构总数 735 个，其中一类设备有 726，一

类设备比率为 98.78%；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扣

0.02 分，得 1.98 分。

213 闸站水工建筑物完好率：经核查，市太闸处、市城

防处水工建筑物总数为 45 个，其中一类数量为 42 个，一类

设备比率为 93.33%；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扣

0.13 分，得 1.87 分。

214 防汛维修项目完成及时率：经核查，市防汛办维修

养护应在主汛期完成项目总数 24 个，实际主汛期前完成 17

个，完成及时率为 70.83%；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

扣 0.58 分，得 1.42 分（项目验收完成情况详见附件 2）。

215 合同管理规范性：经核查，市太闸处有《无锡市太

闸处合同管理制度》，但未发文形成正式文件，市水利局也

未见专门的合同管理制度，目前仅使用无锡水利局财务管理

办法中的合同管理章节，扣 0.5 分；市城防处“各枢纽及北

塘连圩水工建筑物观测项目”合同签订日期晚于开工日期

（合同 2019 年 5 月 21 日签订，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9

日）、南京东蓝苏鹏防雷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协议中乙方

单位名称写错（协议抬头名称为南长区钰昌办公用品商行，

落款盖章为“南京落东蓝苏鹏防雷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马圩南大堤西大堤排水沟维修工程项目未按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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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付款（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完工验收付 40%，审计结束

付至 70%，第二年付至 97%，余款质保期满付清”，该项目

已完工验收，进入审计程序，但未支付任何工程款）、防汛

工程合同未按规定的支付比例签订合同,该项扣 2 分；根据

评分规则，该项权重 3 分，扣 2.5 分，得 0.5 分。

216 远程监控系统使用率：经核查，各水管单位远程监

控系统各模块正常运行；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

得 2 分。

217 堤坝白蚁防治项目验收合格率：经核查，已开展堤

坝白蚁防治项目数 1 个，验收合格项目数 1 个，验收合格率

100%；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效益类指标权重 10 分，评价得分：8.5 分。

218 水土资源利用：经核查，城防处、太闸处都有水土

资源利用规范，得 0.5 分；未发现有毁损未及时修补之处，

该项得 1.5 分；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19 专业队伍建设：经核查，专业技术人员总计 212 人，

全部参加培训，得 1 分；关键岗位总数 132 个，全部持证上

岗，得 1 分；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20 信息化管理水平：经核查，未见有合同管理系统及

档案管理系统扣 1 分；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 分，扣

1 分，得 0 分。

221 长效管理机制：经核查，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招标采购的文件依据是《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招投

标管理办法》（锡水规发〔2011〕1 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起颁布实施，《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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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实

施，2017 年 3 月 1 日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18 年 3 月 19 日

进行了第二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进行了第三次修订。无

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未根据国家的

法律及时进行修订。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3 分，扣 0.5

分，得 2.5 分。

222 调水完成率，经核查完成调水指令共 6.392 亿立方

米，完成率 100%，得 2 分。

（2）大中修类指标总权重 16 分，其中产出类指标权重 11

分，评价得分：9.48 分。

231 工程变更程序合规率：经核查，市太闸处中有 4 个

项目变更，市防汛办有 2 个项目变更，都有审批手续，合规

率 100%；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32 安全鉴定及结果运用：经核查，有水闸、泵站安全

鉴定资料，但未见太闸处根据鉴定结果制定下年度维修养护

工作计划；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3 分，扣 0.5 分，得

2.5 分。

233 工程观测检测及结果运用：经核查，有工程观测检

测工作资料，但未见太闸处根据观测检测结果制定下年度维

修养护工作计划；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3 分，扣 0.5

分，得 2.5 分。

234 维修养护项目当年验收率：经统计，维修养护项目

当年开工项目104个，当年验收86个，当年验收率为82.69%；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3 分，扣 0.52 分，得 2.48 分。

效益类指标权重 5 分，评价得分：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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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防洪水位：经核查，运东大包围南门控制水位未超

过 4.2 米；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36 安全运行：经核查，市太闸处和市城防处已达到省

二级安全生产单位，未发生一般以上安全责任事故；根据评

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3 分，得 3 分。

（3）应急抢修，权重 5 分，评价得分：5 分。

241 防汛抢险演练次数完成率：经统计，城防处计划防

汛抢险演练 12 次，实际完成 12 次，太闸处计划 1 次，实际

完成 1 次；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2 分，得 2 分。

242 应急抢险及时性：经核查，未发现有险情不及时处

理现象；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 分，得 1 分。

243 应急抢险机制健全性：经核查，市水利局有防汛防

旱应急预案，有防汛物资储备制度；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权重 2 分，得 2 分。

（4）水利工程管理，权重 4 分，评价得分：3 分。

251 开展专项培训场次：经核查，完成白蚁防治培训，

未完成水利工程管理精细化管理培训；根据评分规则，该指

标权重 1 分，扣 0.5 分，得 0.5 分。

252 考核与督查次数：经核查，完成千分制考核 9 家，

得 0.5 分；水利工程督查 6 个，未完成规定任务，不得分；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 分，扣 0.5 分，得 0.5 分。

253 编制河湖规划份数：经核查，已完成三本规划编制；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 分，得 1 分。

254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经核查，已完成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 分，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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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满意度，权重 10 分，评价得分：7.91 分。

261 社会满意度：经统计，该项目调查问卷总体满意度

为 79.08%；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权重 10 分，得 7.91 分（满

意度调研报告见附件 3）。

四、主要成效

（一）防汛防旱应急能力有效提升

2019 年期间，无锡共抵御了 5 次强降雨和 1 次台风正面

袭击（8 月 9 日，第 9 号超强台风“利奇马”中心穿过太湖，

直击无锡，最大雨量 310.5 毫米，最大风力 10 级）。实现

了城市防洪工程防洪保安功能，确保了大包围内无锡市中心

城区 136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防洪安全，保护 120 万人口。为

无锡市平稳度过汛期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调水引流任务顺利完成

2019 年期间，运东大包围共计动力调水 1.58 亿立方米，

为常年同期 2 倍，梅梁湖、大渲河泵站调水 5.35 亿立方米，

区域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三）防汛工作安全正常运行

通过对水工建筑物和机电设备等工程设施实施维修养

护及大修，使市内水利枢纽工程达到了省一类工程标准的要

求，确保工程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满足防洪、排涝、通航安

全正常运行的要求，全年防汛工作正常无事故。2019 年工程

设备等级评定中一类设备占比接近 100%，水利工程一般以上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 次。通过加强工程运行管理，提高工程

管理综合水平，提升了无锡中心城区的防洪排涝能力，确保

中心城区 136 平方公里内不受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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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区的安全度汛为我市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

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综合效益。

五、主要问题

（一）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和更新不及时

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管理制度，如与施工和服务密切相关的合同管

理制度，在本次绩效评价中仅有城防处制定了独立行文的合

同管理制度，太闸处有合同管理办法但未正式行文，市水利

局在《无锡水利局财务管理办法》中有关于合同管理的相关

章节，但未建立单独的合同管理制度。

相关制度更新不及时。目前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

目的招投标主要依据的文件是《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

目招投标管理办法》（锡水规发〔2011〕1 号），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起已修订并

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于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已修订并颁布实施，2017 年 3 月 1 日进行了第

一次修订，2018 年 3 月 19 日进行了第二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进行了第三次修订，而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招投

标管理办法并没有根据国家的法律及时进行修订更新。

（二）相关制度执行不到位

项目管理卡制度执行不到位。根据《无锡市市级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锡水管〔2019〕44 号）文件第

21 条规定“投资在 30 万元（含）以上的维修和养护项目的

实施须执行项目管理卡制度（具体要求参照《江苏省省级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卡（试行）》（苏水管〔2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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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执行），30 万元以下项目实施参照执行项目管理卡制度。

评价中发现仅有宜兴水利局项目管理卡制度执行比较到位，

而其他市（县）区及太闸处、城防处均未严格执行项目管理

卡制度。

部分维修养护工作计划缺失。根据《无锡市市级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锡水管〔2019〕44 号）文件第

9 条规定“水利工程维修经费采用项目法分配。实行年度申

报制度，各地应根据工程设施运行状况，按照轻重缓急、突

出重点的原则，确定维修项目计划并组织申报。”评价中发

现太闸处等水管单位虽开展了设备建筑物安全鉴定及工程

观测检测方面的工作，但未见其根据安全鉴定及工程观测检

测结果制定下年度维修养护计划。

（三）预算编制分类和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

预算编制分类不清晰。如太闸处与城防处预算项目分为

运行管理经费、项目经费及项目经费尾款三类，防汛办预算

项目则分为维修养护项目经费与运行养护管理经费两大类；

太闸处的常规工作经费主要包含电费、物业费、培训费等经

费，城防处的运行管理经费除了电费、物业费、培训费等外，

还包括设备维修养护、观测检测、安全鉴定等管护经费；城

防处、太闸处以前年度尾款预算单独列示，防汛办的尾款预

算则是包含在运行管理预算中。预算编制分类不清晰，缺乏

水利局局级层面的统筹管理。

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绩效目标必须具备重点突

出、可以量化、合理可行和经济适用等特点，本次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专项绩效目标设置不尽合理，如挂钩河长制河道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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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次）和挂钩蓝藻打捞处置点巡查（处）等绩效目标与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相关性不大。有的绩效目标不明确，如

总目标中“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效益，充分发挥防洪减灾

效益”难以量化；运东大包围控制水位标准市局与直属单位

标准不一致，绩效目标未按规定设置计算公式。

（四）部分资金管理不规范

流域性项目存在资金滞留现象。根据《无锡市市级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锡水管〔2019〕44 号）文

件第 17 条规定“对外委托的维修、养护、管护项目，须按

规定签订合同，明确项目内容、工程(工作)量、合同金额、

结算方式、工期和质量要求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原则上合同

不可跨年度签订，当年合同，当年完成结算。”核查发现部

分当年合同未完成资金结算，致使资金滞留。如 2019 年市

水利局流域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预算共 1110 万元，在

2019 年仅支出了 347.30 万元，在 2020 年又支出了 399.20

万，截至 2020 年 6 月仍有 363.5 万元资金滞留在市（县）

区。

梁溪区项目未进行专项核算。根据《无锡市水利事业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锡财农〔2018〕153 号）文件第十二条

规定“实施单位要加强资金核算和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用途

使用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经核查发现，梁溪

区水利局 2019 年维修养护专项资金 759.7 万元未进行专项

核算。

（五）部分项目全过程管理不到位

部分项目合同签订不规范。如市城防处“各枢纽及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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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圩水工建筑物观测项目”合同签订日期晚于开工日期（合

同 2019 年 5 月 21 日签订，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9 日）、

南京东蓝苏鹏防雷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协议中乙方单位

名称写错（协议抬头名称为南长区钰昌办公用品商行，落款

盖章为“南京落东蓝苏鹏防雷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部分项目合同履约不规范。如马圩南大堤西大堤排水沟

维修工程项目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完

工验收付 40%，审计结束付至 70%，第二年付至 97%，余款质

保期满付清”，该项目已完工验收，进入审计程序，但未支

付任何工程款）。

部分市（县）区项目合同支付方式不规范。如市防汛办

转移支付梁溪区水利局 8个防汛维修工程项目资金支付方式

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65%，审计结束

后付至审核价的 95%，余款质保期满付清”，市防汛办拨付

城防处 6 个防汛维修工程项目资金支付方式为“完工验收付

80%，审计后付清余款”。根据《无锡市城市防汛工程修建、

养护及运行管理项目管理办法》（锡防指〔2015〕10 号）文

件规定“原则上分三次拨付资金，第一次于工程开工前拨付，

第二次于工程基本完工后拨付，第三次于工程完工验收付拨

付，拨付比例分别为当年安排资金的 40%、30%、30%。”上

述项目支付方式与文件要求不符,给后续的合同执行及监督

带来了隐患。

部分项目招投标管理不规范。根据《无锡市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锡水规发〔2011〕1 号）第

十一条邀请招标的规定“招标人以邀请投标书的形式可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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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及以上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评价中发现部分

项目在选取工程维修项目施工单位时，不符合上述规定，如

城市防洪管理处部分项目采用邀请招标确定施工单位，邀请

对象只有两家（各枢纽及北塘连圩泵站清污机日常检修养护

项目预算 13.1 万元，严埭港与仙蠡桥利民桥伯渎港增绿补

绿项目预算 16 万元），部分项目（城防处各枢纽液压系统

维护项目预算 10.5 万元等）直接通过推荐意向单位方式确

定施工单位。虽然上述项目通过主任办公会研究，但集体决

策不能替代制度执行。

部分项目验收不及时。根据《无锡市市级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项目管理办法》（锡水管〔2019〕44 号）文件第 23 条

规定“项目完成审计后 1 个月内，市（县）区项目报市水利

局组织竣工验收，邀请市相关部门参加（对投资在 30 万元

以下的项目，市水利局也可委托实施方案审批单位组织竣工

验收）”；以及《无锡市水利局对各市（区）县关于流域性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及城市防洪属地管理资金使用计划的批

复》（锡财农〔2019〕59 号）文件规定“项目结束后，实施

单位应报市水利局及时组织竣工验收”。评价中发现，太闸

处、城防处 2019 年项目未完成竣工决算审计；市水利局流

域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中的应天河云亭街道段堤岸维

修工程等 6 个项目及太闸处 23 个项目未见市水利局验收材

料，防汛办转移支付梁溪区水利局维修养护项目完工验收

后，均是数月后才组织市级验收（2020 年 1 月完成验收）。

部分水管单位预算执行率较低。如太闸处项目预算为

1043.89 万元，实际支出 790.82 万元，预算执行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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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6%等;市局水利工程管理经费中的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

培训未开展和水利工程督查未全部完成等。

此外，该项目预算执行监控比较薄弱，合同管理和档案

管理的信息化也比较缺乏，影响了预算的有效执行和监控。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及执行

规范合同管理制度建设。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工程量

大、参建单位多、涉及的施工项目复杂，需要建立专门的合

同管理制度，指定专门的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和人员，制定一

套符合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本身特点的标准化的格式合

同文本，提高合同的严谨性，规范合同条款细目，并要求各

下属水管单位按照合同范本签订合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

合同风险。

尽快修订招投标管理制度。建议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更新《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招

投标管理办法》，重点完善 30 万以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细

则及审批业务流程。

加强制度执行力。水利局应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招

投标、合同、档案等进行管理并开展监督检查，尤其是对招

投标中的主要风险要设置内部控制流程；对合同的签订及执

行等情况要定期开展统计分析与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保

证制度的执行力。

（二）完善绩效目标及目标值设置

完善绩效目标设定。预算管理贯穿项目始终，是一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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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全过程、动态化、全员参与的管理工具，水利局需要

通过顶层设计及系统管理思维构建预算管理体系，从而促进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任务的完成，并提升维修养护的效益，而

绩效目标是预算管理体系的基石，因此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是

推动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发挥效益的重要手段。可以

通过把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按照项目性质分类，如日常管

护类、大中修类、应急抢修类等，并按照业务层级进行分层

构建，按照“分级编制、逐级汇总”的原则形成绩效总目标，

实现总目标设置科学合理可行，明细目标具体明确可操作。

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值。水利局对于该专项的绩效目标及

目标值要组织各水管单位集体论证并达成一致，对于绩效目

标的目标值设定要进行动态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坚持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做到目标值来源

客观可考，定量值明确计算方式和统计口径，定性值可衡量；

既要重视以往数据的归集整理，也要重视实地现场勘查或调

研，掌握水利工程中的定额变化，并与任务计划和预算相匹

配，及时调整目标值以体现绩效目标值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使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三）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强化预算绩效监控主体责任。根据绩效目标，通过数据

采集和对比分析等，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

行监控，并及时进行纠偏，促进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水利

局各预算单位或项目负责人是项目预算执行进度和预期绩

效目标实现的责任主体，对本单位或项目的预算执行进度和

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负责，各职能(业务)管理部门分别对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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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涉及的会计核算的规范性、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负管理责任，建立“谁分配、谁负责，谁使用、谁负

责”管理原则，构建全方位的预算绩效责任体系。

建立预算绩效双监控报告制度。水利局要制定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的绩效监控管理制度和计划，开展绩效监控管理工

作，组织和指导下属水管单位开展绩效监控管理工作，并收

集、审核、分析、汇总和填报绩效监控信息；建立双监控报

告制度，定期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与预算执行进度，剖析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及时提出改进措施与建议，结合

实际对水利局局本级及下属水管单位开展定期监控。

（四）加强全过程项目管理

构建项目库管理机制。水利局层面要根据中长期发展规

划建立统一的项目库管理机制，各直管单位及基层水管单位

要制定相应的子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按照轻重缓急排序，

提前做好总体计划，提前一年储备项目，对项目支出要加强

项目论证和规划工作，以项目库建设推进预算安排。实行项

目库动态管理，实施备选项目库、已论证项目库的动态管控，

制定入库标准及排序规则，跟踪项目预算执行及项目目标完

成情况。对于无锡市水利局流域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

要加强项目库建设，及时下达项目预算，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加强合同管理机制建设。除了制订专门的合同管理制度

外，水利局层面还需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合同管理机制。

要明确合同的审批流程，合同的决策、审核、审批、签订、

履行等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合同签订前实行审查、

批准管理；对合同印章要专人保管，实行专章专用的印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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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用合同的统一标准文本，确保合同签订零风险；对合

同的履约、合同支付、合同变更、合同验收等要进行统计考

查管理，通过统计数据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合同管理应通

过建立信息系统使合同管理实现档案化，信息化。

加快项目审计与验收进度。针对部分项目资金当年执行

率偏低，审计和验收不及时等情况，市水利局要加强协调，

与无锡市审计部门充分沟通，根据各直属及基层水管单位的

项目实施进度，制定审计和验收计划，统筹协调，推进项目

竣工审计和验收工作，并及时归档工程项目资料。严格按照

防汛部门要求，所有防汛工程项目必须在主汛期前完成，确

保当年汛期发生工程效益。

推进项目管理卡的实施。根据《无锡市市级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规定“投资在 30

万元（含）以上的维修和养护项目的实施须执行项目管理卡

制度（具体要求参照《江苏省省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管

理卡（试行）》（苏水管〔2014〕58 号执行），30 万元以

下的项目的实施参照执行项目管理卡制度。”维修、养护项

目分别按单项维修、单个工程建立项目管理卡；各项目管理

单位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做好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

归档，认真编制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卡，水利局要加强项目的

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确保所有项目应在当年内完成。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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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指标表

附件 2：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验收情况表

附件 3：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满意度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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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共性指标 40 29

11、使

用情况

投入

111
预算调整率

（％）
4 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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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93.39=0.33%，调整率小于 10%，

得满分

112
预算执行率

（％）
4 100 93.15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

出数/预算安排数）*100%

（若有预算调整，则分母使

用调整后预算数）。

≥95%得满分，每小于

1%扣 0.5 分，扣完为

止。

3
4450.09/4777.39=93.15%,低于 95%

两个百分点，扣 1 分，得 3 分

过程 113
明细支出合规

性
5 合规 合规

是否存在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是否存在超范

围补助情况，明细支出内容

和额度是否符合项目的特

性等。

1.存在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发

现一起扣 2 分；

2.存在超范围补助情

况，发现一起扣 1 分；

3.明细支出内容和额

度不符合项目的特

性，发现一起扣 0.5

分。

5 未发现不合规支出，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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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扣完为止。

12、规

范运作
过程

121
项目实施配套

办法
3 完备 完备

是否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或配套办法，内容是否包

含政策依据、总体目标、使

用范围及标准、分配方式、

执行年限、管理职责、预算

执行、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等因素。

1.缺一项办法扣 1

分；制度不完备的，

缺一项要素扣 0.5

分，扣完为止。

2.因管理办法、配套

办法或申报指南不完

备导致管理缺陷或漏

洞，造成资金低效无

效或损失的，一项扣

2 分，此类扣分不设

上限。

3

有市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

及防汛城市防汛工程修建养护及运

行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得 3 分

122
项目运转程序

规范
6 规范

两起不

规范

财政财务管理制度、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是

否执行到位，项目是否按规

定程序运行，如重大政策和

项目是否开展绩效论证（评

估）、政府采购等手续是否

完备、重大项目是否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是否按

规定程序调整预算等。

发现一起不符合规定

扣 2分，此类扣分不

设上限。

2

部分工程资料未按项目管理卡要求

整理装订，城防处部分项目采购方式

不合规，一类扣 2 分，共计扣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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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23
项目实施监控

管理
10 有效

部分有

效

项目是否实施绩效运行监

控，活动类有无相关记录，

项目类有无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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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检

查、考核记录是指可证明已

实施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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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

关对各水管单位的监督检

查记录，如年度自检考核、

工程验收、决算审计等）

1.没有实施绩效运行

监控，发现一起扣 3

分；

2.没有活动类、监控、

检查、考核记录等，

发现一起扣 1分；

3.资金滞留在市（县）

区，未及时敦促和采

取措施，或项目已中

止，市级未及时发现

和收回资金，发现一

起扣 1 分；

4.项目形成的资产未

及时入账，发现一起

扣 1分。

扣完为止。

7

2019 年市级流域性水利工程专项经

费在市（县）区账面滞留共 762 万元，

其中新吴区流域性堤防管护经费 5万

元未安排项目，经费滞留扣 1分；梁

溪区环卫处项目资金 85 万滞留在市

（县）区未使用扣 1分，梁溪区水利

局未实行专项核算扣 1 分；共计扣 3

分

13、目

标设置
投入 131

绩效目标合理

性
4 合理

一类不

合理

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和

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依

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用以反映和评价专项

（项目）资金绩效目标与专

项资金支出内容的相符性。

1.专项资金总体绩效

目标体现支出政策目

标的，得 1 分；

2.每个项目都有绩效

目标的，得 1分；

3.绩效目标与实际工

作内容关联度高，体

现资金支出核心绩效

目标的，得 1分；

4.预期的产出和效果

目标与预算资金相匹

3

挂钩河长制河道巡查与挂钩蓝藻打

捞处置点巡查有专门的经费支持，与

实际工作关联度不高，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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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配，符合正常业绩水

平的，得 1 分。

132
绩效目标明确

性
4 明确

两类不

明确

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和

明细项目绩效目标是否清

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

映和考核专项（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目标中包含能

够明确体现数量、质

量、时效、成本等产

出指标和社会、经济、

生态效益、可持续影

响效果及满意度等指

标的，得 2 分；

2.绩效目标清晰、量

化、可衡量的，得 1

分；

3.提供绩效目标目标

值的计算公式，明确

目标完成值的考核统

计口径，并能提供相

关依据的，得 1 分。

2

总目标中“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效

益，充分发挥防洪减灾效益”难以量

化，扣 1 分；运东大包围控制水位市

局与直属单位标准不一致，绩效目标

未按规定设置计算公式，扣 1 分；

二、个性指标 60 50.66

21、日

常管护
产出

211 日常巡查 2 完成 完成
反映各水管单位开展日常

或特种巡查工作完成情况

完成巡查并相有关巡

查记录得满分，没有

记录不得分

2
经检查，太闸处、城防处等水管单位

都有巡查记录，得满分

212
设备及金属结

构完好率（％）
2 100 98.78

反映各水管单位水闸和泵

站设备等达到一类设备标

完好率 100%得满分，

根据实际完好率计算
1.98

太闸处、城防处设备及金属结构总数

735 个，其中一类设备有 726 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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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准的比率 得分 类设备比率为 98.78%，扣 0.02 分，

得 1.98 分

213
闸站水工建筑

物完好率（％）
2 100 93.33

反映各水管单位闸站水工

建筑物达到一类设备标准

的比率

完好率 100%得满分，

根据实际完好率计算

得分

1.87

太闸处城防处水工建筑物总数为 45

个，其中一类数量为 42 个，一类设

备比率为 93.33%，扣 0.13 分，得 1.87

分

214

防汛维修项目

完成及时率

（％）

2 100 70.83

防汛维修工程在主汛期前

完成的及时性，及时率=主

汛期前完成的维修项目数/

防汛维修项目总数*100%

项目全部在主汛期前

完成的得满分，根据

实际完成及时率计算

得分

1.42

市防汛办维修项目总数 24 个，主汛

期前完成的 17 个，完成及时率为

70.83%，扣 0.58 分，得 1.42 分

215
合同管理规范

性
3 规范

五处不

规范

反映单位各类维修养护合

同管理的规范程度，包括合

同管理制度、内容与招标文

件内容是否一致、合同签订

规范等

无合同管理制度扣

0.5 分；发现一处内

容与招标文件不一致

扣 0.5 分；合同签订

不规范发现一起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0.5

太闸处及市水利局都有合同管理相

关规定，但未形成正式文件，扣 0.5

分；市城防处各枢纽及北塘连圩水工

建筑物观测项目合同签订日期晚于

开工日期，南京东蓝苏鹏防雷工程有

限公司安全生产协议中乙方单位名

称写错、马圩南大堤西大堤排水沟维

修工程项目未按合同约定付款、合同

防汛工程合同未按规定的支付比例

签订合同,扣 2 分；共计扣 2.5 分

216
远程监控系统

使用率（％）
2 100 100

反映太湖、望虞河、长江大

堤、闸站、泵站上主要控制

建筑物远程监控系统实际

使用情况，各监控模块正常

运行

有一监控模块非正常

运行或未运行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各远程监控系统各模块正常运行，得

满分

217 堤坝白蚁防治 2 100 100 堤坝白蚁防治验收合格率= 验收合格率为100%得 2 已开展堤坝白蚁防治项目数 1 个，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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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项目验收合格

率（％）

堤坝白蚁防治验收通过项

目数/堤坝白蚁防治项目数

*100%

满分，根据实际验收

合格率计算得分

收合格项目数1个，验收合格率100%，

得 2 分

效果

218 水土资源利用 2 完成 完成

单位有水土资源利用规划；

各水利工程可利用范围内

的应绿化养护的覆盖率，包

含绿化养护、增绿、补绿等

有水土资源利用规划

得 0.5 分；全覆盖得

1.5 分，发现一处有

毁损未及时修补的扣

0.1 分，最多扣 1.5

分

2

有水土资源利用规划，得 0.5 分；未

见有毁损未及时修补的地方，该项得

1.5 分

219 专业队伍建设 2 达标 达标

培训人员覆盖率=实际参训

人员数/应参训人员数

*100%>50%，关键岗位持证

上岗率 100%

培训覆盖率超过 50%

得 1 分，否则扣 1 分；

关键持证上岗率达

100%得 1 分，否则不

得分

2

专业技术人员 212 人，全部参加培训，

得 1 分；关键岗位 132 个，全部持证

上岗，得 1 分

220
信息化管理水

平
1 健全 不健全

反映各水管单位的信息化

管理水平，如使用合同管理

信息化、档案管理信息化等

缺一项信息系统扣

0.5 分，最多扣 1分
0

未见有合同管理系统及档案管理系

统，扣 1 分，得 0 分

221 长效管理机制 3 健全 不健全

专业维修养护工作制度、工

作标准和工作规范健全（含

岗位工作职责）；制度更新

及时。（绩效监控制度）

各项工作制度健全、

更新及时得满分，每

发现一项制度不健全

或更新不及时扣 0.5

分，扣完为止。

2.5

无锡市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办法未

及时根据上位法更新，扣 0.5 分，得

2.5 分

222
调水完成率

（％）
2 100 100

反映调水工作的完成成效，

公式为：实际调水量/指令

调水量*100%

完成率 100%得满分，

低于不得分
2

完成调水指令共 6.392 亿立方米，完

成率 100%，得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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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23、大

中修

产出

231
工程变更程序

合规率（％）
2 100 100

反映堤防、机电设备、水工

建筑物、附属设施维修工程

变更是否按规定的程序执

行，工程变更有变更确认单

或补充合同（协议）

合规率 100%得满分，

根据实际合规率计算

得分

2

太闸处中有四个项目变更，防汛办有

2 个项目变更，都有审批手续，合规

率 100%，得 2分

232
安全鉴定及结

果运用
3 完成

部分完

成

反映水管单位正常开展水

闸、泵站和建筑物等安全鉴

定工作情况，并根据鉴定结

果制定下年维修养护计划

开展水闸、泵站和建

筑物等鉴定工作得 2

分；根据鉴定结果制

定下年维修养护计划

的得 1 分

2.5

有水闸、泵站等鉴定工作底稿得 2分；

但未见太闸处根据鉴定结果制定下

年度维修养护工作计划，扣 0.5 分

233
工程观测检测

及结果运用
3 完成

部分完

成

反映水管单位正常开展高

压电器预防性试验、特种设

备检测、垂直位移观测、河

道断面观测等工作情况，并

根据鉴定结果制定下年维

修养护计划

开展预防性试验、特

种设备检测、垂直位

移观测、河道断面观

测等工作得 2分；根

据鉴定结果制定下年

维修养护计划的得 1

分

2.5

有观测检测工作底稿得 2 分；未见太

闸处根据观测检测结果制定下年度

维修养护工作计划，扣 0.5 分

234

维修养护项目

当年验收率

（％）

3 100 82.69

反映单位堤防维修工程、机

电设备维修工程、水工建筑

物维修工程、附属设施维修

工程合同的完成情况、时效

性等内容，=当年验收项目

数/当年开工项目总数

*100%

验收率 100%得满分，

根据实际验收率计算

得分

2.48

当年开工项目 104 个，当年验收 86

个，当年验收率为 82.69%，扣 0.52

分，得 2.48 分

效果 235 防洪水位 2 <4.2 米 达标 运东大包围南门控制水位

运东大包围南门控制

水位低于 4.2 米得满

分，超过不得分

2
运东大包围南门控制水位未超过 4.2

米，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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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236 安全运行 3 完成 完成

达到省二级以上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单位，无安全责

任事故

达到省二级以上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单位

得 1分，无安全事故

得 2分，发生一起安

全责任事故不得分。

3

太闸处城防处已达到省二级安全生

产单位，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得满

分

24、应

急抢修
产出

241

防汛抢险演练

次数完成率

（％）

2 100 100
计算公式为：完成率=实际

数/计划数*100%

完成率 100%得满分，

低于不得分
2

城防处计划防汛抢险演练 12 次，实

际完成 12 次，太闸处计划 1 次，实

际完成 1 次，得满分

242
应急抢险及时

性
1 及时 及时

设备故障应急抢修及时，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突发事件

及时处理，通过查阅相关工

作记录综合考量

查看相关应急抢险工

作记录，发现一起处

理不及时即不得分

1
经检查，未发现有险情未及时处理，

得满分

243
应急抢险机制

健全性
2 健全 健全

反映各水管单位应急抢险

预演方案、制度保障的健全

程度

发现无预演方案扣 1

分，制度不健全扣 1

分，扣完为止

2
有防汛防旱应急预案，有防汛物资储

备制度，得 2 分

25、水

利工程

管理

产出

251
开展专项培训

场次
1 2 1

根据预算安排，开展精细化

管理培训与白蚁防治培训

各 1 场

完成精细化管理培训

得 0.5 分，完成白蚁

防治培训得 0.5 分，

未完成不得分

0.5 精细化管理培训未开展，扣 0.5 分

252
考核与督查次

数
1 21 15

根据预算安排，开展水管单

位千分制考核 9 家，水利工

程督查 12 个

完成 9 家水管单位千

分制考核得 0.5 分，

完成 12 个水利工程

督查得 0.5 分，未完

成不得分

0.5
千分制考核完成 9 家，得 0.5 分；水

利工程督查 6 个，未完成不得分

253
编制河湖规划

份数
1 3 3

根据预算安排，编制白屈

港、锡澄运河、蠡湖保护规

划

完成规划得满分，未

完成不得分
1 完成三本规划，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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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2019 年

目标值

2019 年

完成值
指标的解释 打分标准 得分 备注

254
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
1 完成 完成

根据预算安排，开展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

完成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得满分，未完成不

得分

1 完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得满分

26、满

意度
效果 261

社会满意度

（％）
10 100 79.08

采取社会满意度调查的方

式调查服务对象及相关社

会公众对专项资金或项目

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

根据社会满意度调查

结果按比例得分。
7.91

调查问卷综合满意度为 79.08%，得

7.91 分

总分 100 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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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验收情况表

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验收情况表

序号 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合同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当年是否

验收

1 梁溪区水利局 梁溪区防汛零星整修项目 471,213.88 2019.4.8 2019.5.8 是

2 梁溪区水利局 梁溪区防汛房屋渗水处理项目 375,069.00 2019.4.8 2019.5.8 是

3 梁溪区水利局 范家桥闸站、李家浜闸站上部建筑屋面改造工程 304,995.20 2019.4.10 2019.5.9 是

4 梁溪区水利局 梁溪区 2019 年高压预防性试验及电气设备养护项目工程 317,491.67 2019.4.8 2019.5.8 是

5 梁溪区水利局 南兴塘广益博苑段驳岸加固工程 1,014,261.55 2019.5.23 2019.7.22 是

6 梁溪区水利局 严埭港长善坊段驳岸加固工程 992,688.38 2019.5.27 2019.7.6 是

7 梁溪区水利局 范家桥、塔影泵站规范化改造项目 456,204.00 2019.4.5 2019.5.4 是

8 梁溪区水利局 2019 年度梁溪区防汛金属结构维修项目 333,348.00 2019.4.5 2019.5.4 是

9 梁溪区水利局 东泾泵站电机维修（2 台轴流泵电动机） 17,880.00 2019.3.26 2019.4.15 是

10 梁溪区水利局 赵家浜泵站电机维修（2 台轴流泵电动机） 17,880.00 2019.3.30 2019.4.15 是

11 梁溪区水利局 谈巷泵站、赵家浜泵站 47,341.00 2019.3.10 2019.4.30 是

12 梁溪区水利局 三周巷小荷塘淤泥清淤 34,600.00 2019.3.20 2019.4.31 是

13 梁溪区水利局 大庄浜闸门喷锌、钢丝绳更换、启闭机养护 49,640.00 2019.3.10 2019.4.30 是

14 梁溪区水利局 大吴巷泵站屋面维修、墙面粉刷、拦污栅更换 44,747.49 2019.3.10 2019.4.5 是

15 梁溪区水利局 山北北圩防汛仓库新建工程 189,706.52 2019.4.10 2019.6.8 是

16 梁溪区水利局 双河社区东泾桥修复工程，新建箱涵 399,079.36 2019.4.15 2019.5.15 是

17
无锡市城市工

程防洪管理处
三里桥闸站泵房及附属建筑物维修 456,121.44 2019.10.18 2019.12.9 是

18
无锡市城市工

程防洪管理处
北塘联圩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 56,645.00 2019.4.18 2019.5.7 是

19 无锡市城市工 北塘联圩水泵、闸门及启闭机等维修 159,280.00 2019.4.18 2019.5.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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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合同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当年是否

验收

程防洪管理处

20
无锡市城市工

程防洪管理处
北塘联圩闸站启动柜配电柜更换 233,258.00 2019.4.18 2019.7.31 是

21
无锡市城市工

程防洪管理处
北塘联圩顾桥闸站闸门大修 19,500.00 2019.1.16 2019.1.30 是

22
无锡市城市工

程防洪管理处
闸站水工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维修 290,240.01 2019.10.29 2019.12.14 是

23 惠山区水利局 防洪墙工程 700,000.00 2019.4.3 2019.8.11 是

24
新吴区江溪街

道水利农机站
防汛设施修建养护 270,000.00 2018.12.8 2019.1.8 是

25 江阴市水利局
长江江港堤利港段及三房巷段背水坡脚平台水土

保持工程
274,000.00 2019.6.18 2019.7.24 否

26 江阴市水利局 江港堤闸管理处精细化运行管理系统开发 243,000.00 2019.7.15 2019.12.7 是

27 江阴市水利局 白屈港套闸围墙及桥梁维修（陆 13901525312） 318,014.20 2019.7.15 2019.9.3 是

28 江阴市水利局 白屈港套闸闸区道路维修 368,000.00 2019.8.1 2019.9.30 是

29 江阴市水利局 白屈港套闸闸首电力线路维修 244,244.52 2019.7.15 2019.9.3 是

30 江阴市水利局
应天河云亭街道段堤岸维修工程（徐苏明

13961682373）
243,300.00 2019.7.31 2019.10.22 是

31 宜兴市水利局 杨店涧过路涵洞防护墙工程 191,487.54 2019.6.28 2019.10.25 是

32 宜兴市水利局 龙珠水库坝脚导渗沟整治工程 156,349.62 2019.7.1 2019.10.25 否

33 宜兴市水利局 横山水库坝区标识标牌更新改造 303,095.33 2019.10.8 2019.12.7 否

34 宜兴市水利局 黄墅水库溢洪道维修项目 271,600.00 2019.6.15 2019.10.12 是

35 宜兴市水利局 油车水库上游左岸区域一级隔离维护设施维修 142,093.24 2019.7.1 2019.8.18 是

36 宜兴市水利局 油车水库副坝山坡防塌处理 279,091.30 2019.7.1 2019.8.18 是

37 宜兴市水利局 太湖大堤周铁镇段白蚁防治 261,630.00 2019.6.11 2019.10.3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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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合同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当年是否

验收

38 锡山区水利局 望虞河东岸 2.3 公里堤防绿化修复 365,520.65 2019.10.8 2019.11.5 是

39 惠山区水利局 新开河、黄金岸等闸站闸门防腐喷锌工程 219,000.00 2019.8.28 2019.12.5 是

40 惠山区水利局
西站、新开河、黄金岸等闸站水泵修理及检修板

制作安装
278,149.81 2019.8.28 2019.12.10 是

41 滨湖区水利局 贡湖大堤湖泊巡查艇遮阳棚及辅助工程 192,089.96 2019.11.28 否

42 滨湖区水利局 杨干港闸站翻新及图栏安装工程 345,615.91 2019.11.28 否

43 滨湖区水利局 马圩 1号排涝站泵房维修工程 99,500.00 2019.6.18 2019.7.9 是

44 滨湖区水利局 马圩南大堤、西大堤排水沟维修工程 123,817.87 2020.4.30 否

45 太闸处
梅梁湖、大渲河泵站电气定期预防性试验及

仪器仪表检测 742,835.00 2019.4.30 2019.12.15
是

46 太闸处 梅梁湖、大渲河泵站机电设备养护 是

47 太闸处 犊山、直湖港机电设备养护 353,507.50 2019.4.29 2019.12.26 是

48 太闸处 犊山防洪大堤委托养护管理 104,165.18 2019.1.1 2019.12.31 否

49 太闸处 自动化、监控系统维护 122,800.00 2018.1.1 2019.12.30 否

50 太闸处 工程观测 95,000.00 2019.6.30 2019.12.25 是

51 太闸处 防雷设施、绝缘工器具检测、特种设备检测 9,500.00 2019.3 2019.3 是

52 太闸处 梅梁湖、大渲河泵站清污机维护 163,620.00 2019.1.1 2019.12.31 是

53 太闸处 管理处、犊山零星维修 150,000.00 2019.2.1 2019.12.31 否

54 太闸处 直湖港零星维修 49,100.57 2019.1.10 2019.12.5 是

55 太闸处 全处污水排放达标工程 978,100.00 2019.11.16 2020.1.15 否

56 太闸处
蠡湖所、犊山所建筑物维修出新，管理处、直湖港所建

筑物维修出新
2,231,485.91 2019.12.16 2020.3.14 否

57 太闸处 大渲河泵站东、西平台防水更换 29,409.78 2019.3.12 2019.4.30 是

58 太闸处 梅梁湖泵站 2、4号齿轮箱大修 91,278.00 2019.12.24 2020.1.30 否

59 太闸处 直湖港零星包钢 91,080.20 2019.10.30 2019.11.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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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合同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当年是否

验收

60 太闸处 直湖港栏杆更换 194,873.81 2019.12.26 2020.2.29 否

61 太闸处 直湖港电气柜更换 61,906.00 2019.9.25 2019.9.26 是

62 太闸处 全处工程水下探摸 133,246.46 2019.9.16 2019.10.16 是

63 太闸处 全处标示标牌更换 470,000.00 2020.2.22 2020.3.12 否

64 太闸处 水闸安全鉴定 1,083,500.00 2019.6 2019.9 是

65 太闸处 太闸处标示标牌更换 209,152.00 2019.2.5 2019.10.30 是

66 太闸处 大渲河泵站水泵检修排水闸阀更换 61,554.90 2019.10.24 2020.1.23 否

67 太闸处 大渲河泵站进水口检修门制作及止水橡皮更换 163,140.00 2019.11.10 2019.11.30 是

68 太闸处 梅梁湖泵站 4 号、大渲河泵站 1 号主水泵大修 375,975.69 2019.12.15 2020.3.1 否

69 城防处 防汛抢险设备汛前养护 28,140.00 2019.3.15 3.15-3.30 是

70 城防处 规范化管理标识牌制作 169,558.00 2019.5.20 5.21-6.20 是

71 城防处 城防处各枢纽电气预防性试验及电气仪表检测（一标段） 403,713.00 2019.5.23 20 天 是

72 城防处 城防处各枢纽电气预防性试验及电气仪表检测（二标段） 664,623.00 2019.5.7 20 天 是

73 城防处 各枢纽及北塘联圩泵站、水闸机电设备养护 1,093,803.00 2019.6.25 65 天 是

74 城防处 城防处防汛决策系统及各枢纽工业控制系统维修 80,000.00 2019.4.29 2019.5.1-11.30 是

75 城防处 各枢纽及北塘联圩泵站清污机日常检修养护 129,335.00 2019.4.19 2019.4.19-5.19 是

76 城防处 各枢纽液压系统养护（抢修）（仙蠡桥、伯渎港） 45,000.00 2019.4.24 2019.5.1-11.30 是

77 城防处 江尖液压系统维修养护（抢修） 60,000.00 2019.4.26 2019.5.1-11.30 是

78 城防处 各枢纽励磁系统维修养护 80,000.00 2019.3.28 2019.4.10-4.30 是

79 城防处 抢险队设备维修费 49,742.00 2019.11.25 2019.11.25-12.25 是

80 城防处 各枢纽及北塘联圩水工建筑物观测 483,000.00 2019.5.21 一年一签 是

81 城防处 各枢纽网闸更换 250,000.00 2019.5.24 2019.6.5 是

82 城防处 城防处规划编制、安全观测及安全鉴定 757,000.00 2019.10.14 2019.10.16-12.16 是

83 城防处 《现代化规划》和《水土资源规划》编制 150,000.00 2019.10.14 2019.12.1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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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合同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当年是否

验收

84 城防处 水下安全观测 249,000.00 2019.10.14 2019.12.14 是

85 城防处 北塘联圩三里桥闸站、顾桥闸站安全鉴定 358,000.00 2019.10.14 2019.12.14 是

86 城防处 城防处防汛决策系统及各枢纽工业控制系统养护 280,000.00 2019.4.28
2019.4.28-2020.4.

27
是

87 城防处 城防处机组大修及金属结构油漆 1,090,800.00 2019.5.7 2019.5-2019.11 是

88 城防处 利民桥、严埭港枢纽 2台机组大修 514,300.00 2019.5.7 25 天 是

89 城防处 各枢纽及北塘联圩闸站钢闸门等金属结构油漆防腐 576,500.00 2019.9.20 2019.9.20-11.30 是

90 城防处 江尖、仙蠡桥枢纽玻璃幕墙维修 - 2019.5.14 2019.5.14-11.30 是

91 城防处 城防处水工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维修（一标段） 1,060,000.00 2019.11.20 2019.11.20-12.20 否

92 城防处 城防处水工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维修（二标段）106+118 1,180,000.00 2019.11.20 30 否

93 城防处 幕墙玻璃安全膜加固 48,500.00 2019.11.22 12.2-12.25 是

94 城防处 江尖枢纽液压系统维修 134,880.00 2019.3.11 3.11-5.11 是

95 城防处 伯渎港枢纽零星维修 49,700.00 2019.11.22 11.29-12.18 是

96 城防处 机房防雷改造 78,000.00 2019.11.25 11.27-12.11 是

97 城防处 城防处精细化管理及安全警戒区标识标牌制作安装 98,000.00 2019.11.29 11.29-12.18 是

98 城防处 管理处大楼零星维修 35,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99 城防处 江尖枢纽零星维修 25,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100 城防处 江尖枢纽玻璃幕墙维修 10,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101 城防处 仙蠡桥枢纽零星维修 25,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102 城防处 仙蠡桥枢纽玻璃幕墙维修 10,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103 城防处 利民桥枢纽零星维修 35,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104 城防处 严埭港枢纽、防汛仓库零星维修 20,000.00 2019.5.14 2019.11.3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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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锡市 2019 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满意度调查报告

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报告

一、调研方式

为更科学开展无锡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社会满意情况，绩

效评价组分别编制“2019 年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调

查问卷---工程附近居民”和“2019 年无锡市水利工程维修

养护专项调查问卷---工程附近居民---水利风景区游客”

两份问卷，问卷采用五级量表进行编制，分别向水利工程附

近居民和水利风景区游客进行满意度调研。

二、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问卷通过问卷星形式发放，链接分别为：

https://www.wjx.cn/jq/80766455.aspx

https://www.wjx.cn/jq/80765045.aspx。

分别通过附近居民微信群、实地走访向游客和居民进行

问卷调研。水利工程附近居民回收有效问卷 78 份，水利工

程附近游客回收有效问卷 130 份。

三、总体满意度评价

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水利工程社会满意度总体评价

分数由居民满意度和游客满意度汇总计算得出。居民满意度

权重占 40%，游客满意度权重占 60%，根据回收问卷数据汇

总分析，居民满意度总平均分为 67.13 分，水利风景区游客

满意度总平均分为 87.07，总体满意度分值为 79.09 分。具

https://www.wjx.cn/jq/80766455.aspx
https://www.wjx.cn/jq/8076504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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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析表如表 1 和表 2。

表 1 无锡水利工程居民满意度分析表*

题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平均分

1 2 21 11 26 18 66.28

2 3 22 11 22 20 65.13

3 2 20 13 24 19 66.67

4 1 19 12 27 19 68.59

5 1 17 13 26 21 70.13

6 2 20 12 21 23 67.95

7 5 18 17 22 16 63.08

8 2 17 15 25 19 68.08

9 2 17 12 30 17 68.33

总平均 67.13

表 2 无锡水利风景区游客满意度分析表*

题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平均分

1 0 1 13 48 67 87.31

2 0 1 13 52 64 87.46

3 0 1 11 52 66 88.08

4 0 1 14 49 66 87.62

5 0 1 15 49 65 87.31

6 0 1 16 48 65 87.15

7 0 1 12 49 68 88.23

8 1 5 18 45 61 84.08

9 0 1 18 49 62 86.38

总平均 87.07

*注：非常不满意计 0 分，不太满意计 30 分，一般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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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平均分

分，满意计 80 分，非常满意计 100 分

四、问卷各指标回收数据分析

（一）水利工程附近居民满意度调研

1.您对您居住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汛

防洪）设施设备外观、运行状况总体情况满意吗？

（2）您对您居住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在无锡汛期发挥作用满意吗？

（3）您对您居住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平时维修保养的频率（是否经常看到有维

保人员施工）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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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对周边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汛防洪）

设施设备出现问题后及时维修处理满意吗？

（5）您对维修保养施工人员素质（比如设置规范标识、

统一工作服、避免扰民等）满意吗？

（6）您对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汛防洪）

附近的绿化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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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对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汛防洪）

附近的水域的蓝藻、水面垃圾处理等满意吗？

（8）您对您居住周边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平时维修保养质量（是否有遇到机器设备

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等）满意吗？

（9）您对当地水利工程维护与保养相关法律与法规宣传

的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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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利工程水利风景区满意度调研

1.您对您观察到的无锡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外观、运行状况总体情况满意吗？

2.您对您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汛防

洪）设施设备在无锡汛期发挥作用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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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维修施工工作人员的规范性、综合素质等

方面满意吗？

（4）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出现需要维修状况后维修处理的及时性满

意吗？

（5）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出现需要维修状况后维修处理质量（是否

有遇到机器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等）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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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外观状态满意吗？

（7）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周边绿化、环境卫生等方面满意吗？

（8）您对您曾观察到的水利工程（闸站、堤坝、城市防

汛防洪）设施设备周边水面垃圾、蓝藻处理等情况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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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对当地水利工程维护与保养相关法律与法规宣传

的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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