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天津市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转移支付 2021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下达

我市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78990 万元（含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 6395 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

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支持农业生产

发展”。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0〕90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28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0-2021

年，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部

分农业农村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0〕49 号）、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预算

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13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17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

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预算资金的通知》（津

财农指〔2021〕20 号）等文件，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

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 11845.7 万元、宝坻区 17512

万元、武清区 10378.8 万元、宁河区 10960 万元、静海区 10244.7

万元、东丽区 388 万元、津南区 895 万元、西青区 7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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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 1880 万元、滨海新区 7903.8 万元、市级部门 6234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按照中央有关要求，我市制定

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2020-2021 年，我市将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

78990 万元全部下达，主要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

民一次性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支出。 

此外，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市财政 2021

年部分农业农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指标的通知》（津财农指

〔2020〕52 号）等文件，将市级支持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18519.8

万元预算下达至各涉农区。经统计，相关涉农区财政也安排预

算 5700.79 万元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103275.03 万元、

已执行 85762.34 万元、执行率 83.04%，其中：中央资金 78990

万元、已执行 62016.08 万元、执行率 78.51%，地方资金 24220.59

万元、已执行 23681.82 万元、执行率 97.78%，其他资金 64.44

万元、已执行 64.44 万元、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拨付资金。按照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要求，我市及时分解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

展资金，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续完备，不存在统筹使用约束

性任务资金等情况。二是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按照《天

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探索建立我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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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函〔2018〕14 号）要求，

制定任务清单，区分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实施差别化管

理。三是统筹使用中央和市级资金形成政策合力。我市在编制

市级实施方案时，注重统筹考虑中央和市级政策，为确保更好

的完成各项重点任务，将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四是及时报

送总结。为全面总结我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

目实施情况，促进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更好地指导以后年

度工作，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1 年农业生产

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1〕8 号）要求，

我们编写并报送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津农委计财〔2022〕5 号），并明确了下一

步工作加强和改进的方向。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中央下达我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

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支持农业生产发

展”，上述目标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如下：1.耕地地力得到进一步保护；2.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种粮农民收入，落实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政策；3.启动实施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全市农

机化水平持续提升；4.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取得了预期效益，

粮食亩产均达到预期目标；5.全市 30 万亩深松整地作业任务全

部完成，作业质量符合农业行业标准，耕地蓄水保墒能力进一

步增加；6.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有序实施，继续落

实特聘动物防疫专员补助政策；7.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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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一批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持续

推进，新建、续建项目均按照计划实施；8.全面完成 2.1 万头生

猪良种补贴任务，超额完成生猪、肉羊、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任

务；9.“宝坻天鹰椒”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按计划实施；

10.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家庭农场培育、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培育、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升级改造等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项目顺利实施；11.全年完成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项目面积达到 31.9 万亩；12.培训高素质农民 2474 人，

超额完成培训任务，承接 9 期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

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示范培训，共培训学员 900 人；

13.继续对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开展担保费补助和业务奖

补，农业信贷担保规模明显提高。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 33 个，已完成 30 个，未完成 3

个。 

1.产出指标 25 个，已完成 22 个，未完成 3 个。 

一是数量指标 19 个，已完成 17 个，未完成 2 个。农机购

置补贴机具数 3777 台套，超额完成任务；完成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整建制区数量 3 个；完成农机深松整地作业面积 30 万亩；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实施区数 7 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

地数量达到 15 个；支持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升级改造的

数量 10 个；完成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数量达到 81 个，

超额完成任务；支持的家庭农场数量占区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的比例达到 42.43%，超额完成任务；完成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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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到 31.9万亩，超额完成任务；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数量 2474

人，超额完成任务；完成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数量 900

人；新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 1 个；新建设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数量 1 个；新创建农业产业强镇数量 2 个；支持发展地

理标志农产品数量 1 个；完成对生猪良种的补贴数量 2.9055 万

头（含使用上年度结余资金补贴头数）；完成种畜禽生产性能测

定数量 52632（只、头），超额完成任务；落实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面积约 542.14 万亩，低于指标值；支持农民合作社建

设项目，目前正在实施，待项目完成后将达到“支持的农民合作

社数量占区级以上示范社的比例 10%”的指标值要求。 

二是质量指标 3 个，全部完成。经统计，全市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将达到 90.35%；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100%；通过一次性补贴的发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提高了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是时效指标 2 个，已完成 1 个，未完成 1 个。及时拨付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2021 年 7 月中旬前资金已全部

拨付至各涉农区，7 月底已将补贴精准发放到 70.4 万户（次）

种粮农民手中，发放到户率达到 99.95%。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

放时限未达到指标值 6 月 30 日完成的要求，2021 年年底前补贴

全部完成兑付；  

四是成本指标 1 个，全部完成。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区

节本增效水平达到 10%，超额完成任务。 

2.效益指标 6 个，全部完成。 

一是经济效益指标 2 个。通过一次性补贴的发放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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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有效提高了农民种粮收入；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规模

明显增加，2021 年，农担公司担保 4553 笔、金额 23.84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16%、79%；年末在保 4361 笔、余额 23.28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8%、73.76%。。 

二是社会效益指标 3 个。服务小农户数量和服务规模经营

水平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粮食种植面

积持续稳定。 

三是生态效益指标 1 个。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模式 3 个，超额完成任务。 

3.满意度指标 2 个，全部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满意度达到

95%；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达

到 92%。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数量指标“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完成值 3777 台套产

生正偏离的原因主要在于，完成值中包括地方支持补贴的农机

具，此外根据实施方案、购机需求和有关要求，超录了部分农

机具。 

二是数量指标“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数量”，完成

值 81 个产生正偏离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体建设需求大，部分主

体根据后期建设实际情况，为减少后期冷库用电量等能源消耗，

在不改变总体库容且不影响补贴资金的前提下，将大型设备分

隔成几个小型设备。 

三是数量指标“支持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占区级以上示范社

的比例”，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待项目完成后将达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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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占区级以上示范社的比例 10%”的指标值

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尽快完成目标任务。 

四是数量指标“落实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面积”， 完成

值约 542.14 万亩，低于指标值原因在于，津南区部分村补贴面

积核实有误，造成全市实际落实面积率低于指标值 0.32 万亩。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津南区加快完成补贴面积核实工作进度，

尽快完成落实补贴任务。 

五是时效指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未按照指标

值 6 月 30 日完成发放，而是年底前全部完成兑付，主要在于按

照《天津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规定，我市按照当年

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对种粮生产者补贴。为确保补贴信息准确，

我市以村为单位对种粮生产者实际种粮面积进行登记造册，并

进行不少于 7 日的张榜公示，根据粮食作物生产季节，补贴发

放分夏粮、秋粮两次进行，夏粮每年 5 月底前公示，发放时间

主要集中在 7 月，秋粮每年 9 月前公示，发放时间主要集中在

11 月。因此，我市难以实现 6 月 30 日完成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的要求。 

六是生态效益指标“推广应用农业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

式”，完成值 3 个产生正偏离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市在 3 个粮食

作物绿色高质高效整建制区，要求每个区各推广应用 1 套绿色

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各区均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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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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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资金 

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下达

我市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9595 万元，下达区

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

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0〕90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资源及生态保

护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30 号）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5 月、7 月，我市通过《天津市

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中央财政2021年部分农业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0〕49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

〔2021〕13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

生产发展等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20 号）等文件，

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区域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

蓟州区 1495.4 万元、宝坻区 1956.1 万元、武清区 1603.9 万元、

宁河区 1890.8 万元、静海区 933.2 万元、东丽区 88.2 万元、津

南区 13.1 万元、西青区 121.8 万元、北辰区 153.8 万元、滨海新

区 420.7 万元、市级部门 918 万元。 



— 10 —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按照中央有关要求，我市制定

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2020-2021 年，我市将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预算 9595 万元全部下达，主要用于化肥减量

增效示范项目、渔业增殖放流项目、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

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等方面支出。 

此外，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市财政 2021

年部分农业农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指标的通知》（津财农指

〔2020〕52 号）等文件，将市级开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

资金 1675 万元预算下达至各涉农区。经统计，相关涉农区财政

也安排预算 772.09 万元用于开展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12042.09 万元、

已执行 6813.16 万元、执行率 56.58%，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595

万元、已执行 4795.16 万元、执行率 49.98%，地方资金 2447.09

万元、已执行 2018 万元、执行率 82.47%，其他资金 772.09 万

元、已执行 772.09 万元、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拨付资金。按照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要求，我市及时分解下达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助资金，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续完备，不存在统

筹使用约束性任务资金等情况。二是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

理。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探索建立我市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函〔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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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号）要求，制定任务清单，区分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

实施差别化管理。三是统筹使用中央和市级资金形成政策合力。

我市在编制市级实施方案时，注重统筹考虑中央和市级政策，

为确保更好的完成各项重点任务，将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使用。

四是及时报送总结。为全面总结我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

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促进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

成，更好地指导以后年度工作，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

做好 2021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

〔2021〕8 号）要求，我们编写并报送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

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津农委

计财〔2022〕5 号），并明确了下一步工作加强和改进的方向。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中央下达我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

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资源及生

态保护”，上述目标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如下：1.实施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和科学施

肥基础性工作，取土化验 708 个、进行田间肥效试验 50 个，开

展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全市耕地质量由 2020 年的 4.37 提升

到 4.32，提升 0.05 个等级；2.实施渔业增殖放流，水域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渔业种群资源加快恢复；3.以种养殖大区为重点，

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区建设，推动化肥减量化，促进农

业绿色发展；4.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秸

秆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8%以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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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 16 个，已完成 15 个，暂未完成 1

个。 

1.产出指标 10 个，已完成 9 个，暂未完成 1 个。 

一是数量指标 9 个，已完成 8 个，暂未完成 1 个。完成化

肥减量增效示范区建设数量 2 个；完成取土化验数量 708 个；

完成田间肥效试验数量 50 个；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 10 个；

渔业增殖放流规模达到 69465.81 万单位；完成耕地质量评价区

域数量 10 个；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实施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财政奖补试点区数量 4 个；完成种养循环试点面积 36 万

亩，剩余 4 万亩任务正在实施。 

二是质量指标 1 个，全部完成。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98%以上。 

2.效益指标 5 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 1 个。多部门齐抓共管的秸秆综合利用

长效机制已建立。 

二是生态效益指标 4 个。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达

到 98%；项目区化肥用量减幅达到 3%；全市耕地质量等级从

4.37 提升至 4.32，提升 0.05 个等级；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财政奖

补试点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预计达到 90%。 

3.满意度指标 1 个，全部完成。增殖放流区域抽样调查满意

度 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数量指标“种养循环试点面积”，完成值 36 万亩，低于

指标值，主要原因在于，我市项目实施地块主要集中在主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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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受持续降雨影响，造成机收无法按时开展，影响了计划

进度，剩余 4 万亩还田任务计划于 2022 年春季完成。 

二是生态效益指标“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产生

正偏离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市重要经济物种主要是中国对

虾和三疣梭子蟹，通过跟踪调查分析，回捕群体主要是增殖放

流群体，因此放流资源贡献率达到 98%。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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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津市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下达

我市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转移支付预算 2278 万元，下达区域绩

效目标为：“开展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0〕90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动物防疫等补助经

费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29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2 月、5 月，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

前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部分农业农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的通

知》（津财农指〔2020〕49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津财预指〔2021〕100 号）、《天津市财政

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预算资金的通知》

（津财农指〔2021〕13 号），及时将中央资金（不含强制扑杀补

助经费）和区域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 182

万元、武清区 40 万元、宁河区 534 万元、静海区 194 万元、津

南区 15 万元、北辰区 19 万元、滨海新区 16 万元、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1278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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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按照中央有关要求，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2 月、5 月，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

达中央财政 2021年部分农业农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津

财农指〔2020〕49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1 年部门预

算的通知》（津财预指〔2021〕100 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

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

指〔2021〕13 号），及时将中央财政 2021 年动物防疫等补助经

费（不含强制扑杀补助经费）预算 2278 万元下达至各相关区和

市级部门，其中：强制免疫方向 1278 万元、养殖环节病死猪无

害化处理补助方向 1000 万元。 

此外，2021 年 2 月，我市印发了《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津财预指〔2021〕100 号），将市级

资金 367 万元预算下达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用于支持强

制免疫。经统计，相关区财政也安排预算 362.25 万元用于支持

动物防疫等工作。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3952.35 万元，已

执行 2904.35 万元，执行率 73.48%，其中：中央资金 2278 万元、

已执行 1230 万元、执行率 53.99%，地方资金 729.25 万元、已

执行 729.25 万元、执行率 100%，其他资金 945.1 万元、已执行

945.1 万元、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拨付资金。按照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要求，我市及时分解下达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续完备，不存在统筹使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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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性任务资金等情况。二是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按照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探索建立我市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函〔2018〕14 号）要

求，制定任务清单，区分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实施差别

化管理。三是统筹使用中央和市级资金形成政策合力。我市在

编制市级实施方案时，注重统筹考虑中央和市级政策，为确保

更好的完成各项重点任务，将财政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四是及

时报送总结。为全面总结我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

经费项目实施情况，促进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更好地指导

以后年度工作，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1 年农

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1〕8 号）

要求，我们编写并报送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

补助经费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津农委计财〔2022〕5 号），并明

确了下一步工作加强和改进的方向。五是印发资金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补助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大力增强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我市印发《天津市动物防疫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1〕18 号），就资金的分配、使用、

管理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中央下达我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开展强制免

疫、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上述目标截至目

前已全部完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如下：强制免疫密度达到

100%，平均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 80%以上；病死猪专业无害化

处理率不断提高；经费统筹使用率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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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 9 个，完成 8 个，未完成 1 个。 

1.产出指标 5 个，完成 4 个，未完成 1 个。 

一是数量指标 2 个，全部完成。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

免疫密度 100%，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的病死猪 305777 头

（2019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 月 15 日期间）。 

二是质量指标 3 个，完成 2 个，未完成 1 个。 

中央财政补助经费使用率 53.99%，低于指标值要求，该指

标暂未完成主要原因：为及时保障无害化处理实施主体切身利

益，我市采取每半年结算一次的补助方式，由市和区财政先行

垫付，中央资金用于下半年或下年度，导致中央资金使用率未

达到 100%。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达到 100%，指标符合

要求。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外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

体合格率）≥80%，高于指标值 70%的要求，经监测统计，全市

除布病外其他主要病种的免疫抗体合格率分别为：高致病性禽

流感 H5 为 95.94%、H7 为 98.4%，O 型口蹄疫猪 92.28%、牛

96.2%、羊 85.84%，A 型口蹄疫牛 96.49%、猪 93.26%、羊 94.4%，

小反刍兽疫 93.66%。 

2.效益指标 3 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 2 个，全部完成。其中口蹄疫、高致病

性禽流感、布病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保持平稳，2021 年主

动监测结果显示，我市未发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

等优先防治病种区域性流行事件，也未接到相关疫情举报。无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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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态效益指标 1 个，全部完成。我市积极推进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市委、市政府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体系建设工作纳入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农业农村污染整治

攻坚战等工作，病死猪专业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其中宝坻

区、宁河区、津南区和东丽区已实现集中无害化处理。年内我

市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3.满意度指标 1 个，全部完成。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满意率

达到 96.13%，满足指标值≥90%的要求。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 19 — 

附件 4 

天津市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

下达我市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400 万元

（农业生产部分），下达区域总体绩效目标为：“支持农区蝗虫

防控，蝗虫不起飞危害，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有力保障粮

食安全和农业丰收”。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

知》（财农〔2021〕23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1 年 5 月，

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农业生产和

水利救灾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5 号），及时将中

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至各相关区，其中：蓟

州区 100.1 万元、武清区 25.2 万元、宁河区 81.9 万元、静海区

20.2 万元、西青区 8.8 万元、滨海新区 163.8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按照中央有关要求，为切实做

好我市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确保重大病虫不大面

积暴发成灾、蝗虫不起飞为害，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2021 年 5 月，我市将 2021 年中央

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 400 万元全部下达至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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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688.335 万元，已

执行 682.315 万元、执行率 99.13%，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00

万元、已执行 396.06 万元、执行率 99.02%，地方资金 288.335

万元、已执行 286.255 万元、执行率 99.28%。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市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农〔2021〕

23 号）要求，印发了《天津市 2021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资

金项目实施方案》（津农委计财〔2021〕65 号）、《2021 年天津

市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项目工作方案》（津农委计财

〔2021〕45 号），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及目标、资金安排、

资金用途等方面内容，要求各相关区加强资金调度监管、深化

预算绩效管理。 

此外，为加强各级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应

对农业生产和水利灾害带来的风险挑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我市结合实际印发了《天津市财政局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 天津市水务局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的通

知》（津财农〔2021〕112 号），分别从统筹救灾资金使用、强化

救灾资金管理、加强救灾资金绩效三个方面对各相关区管理使

用资金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 年财政部下达我

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支持农区蝗虫防控，蝗虫不起飞危害，

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丰收”，上述

目标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全年实际完成情如下：1.通过项目实

施有效的支持了全市历年重点蝗虫防治区（滨海新区-大港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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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水库、宁河区七里海和静海区独流减河）蝗虫防治工作，蝗

虫未形成起飞危害，未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情况，环渤海蝗区

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有力保障了全市粮食安全和农业丰收。 

2.重大植物疫情及检疫性病虫害生物监测防控持续开展，苹

果蠹蛾疫情得到全面控制，虫口基数得到有效压低，建立病虫

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4000 亩，病虫测报准确率及疫情控制率等均

按指标完成。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下达绩效指标 19 个，完成 19 个。 

1.产出指标 12 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 4 个。完成重大病虫监测与防控面积 23.848

万亩次，建立农作物病虫草鼠监测点 109 个，建立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区 4000 亩，建立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点 101 个。 

二是质量指标 3 个。病虫测报准确率达到 90%，示范区绿

色防控技术覆盖率 100%，疫情控制率 90%。 

三是时效指标 4 个。救灾资金在 1 个月内下拨至区级，重

大病虫防控时效未超过有效防控时限，及时完成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区建设，病虫害信息发布及时率 100%。 

四是成本指标 1 个。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未超过市场价格。 

2.效益指标 5 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 1 个。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问题。 

二是生态效益指标 1 个。化学农药使用量进一步减少。 

三是可持续影响指标 3 个。重大病虫疫情灾情发现能力-建

立病虫灾情监测网点 1 个（滨海新区）、监控设备及时修复、及

时调查发现灾情（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西青区、滨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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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能力（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97.23%，保障病虫害防控机制可持续。 

3.满意度指标 2 个。指导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情况基本满

意，农民对病虫防控指导满意度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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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天津市 2021年度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区域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

下达我市农田建设补助资金预算 20800 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

标，新建高标准农田 26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 万亩。 

（二）天津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国家相

关要求， 我市及时将区域目标任务和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进行分

解下达。2021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48 个，涉及 8 个有农业

的区，治理面积 26 万亩，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 万亩；

中央财政资金 20800 万元。其中：蓟州区 1.43 万亩，1144 万元；

宝坻区 5 万亩，4000 万元；武清区 3.05 万亩，2440 万元；静海

区 7.49 万亩，5992 万元；宁河区 6 万亩，4800 万元；津南区

0.27 万亩，216 万元；北辰区 1.5 万亩，1200 万元；滨海新区

1.26 万亩，1008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天津市 2021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亩均投入 1500 元。年度项目总投资 43988.54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20800 万元，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18200 万元，区

级财政配套资金 2349.23 万元，融资贷款 2639.31 万元。 

截至报告期，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田建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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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26 号），天津市财政局于 2021

年 4 月将中央财政预算资金 20800 万元拨付到有关区财政部门。

市级财政部门已下达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13000 万元，剩余 5200

万元已落实筹集资金并于近期下达。区级财政配套资金 2349.23

万元和融资贷款 2639.31 万元已全部落实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预算资金总额 38788.54 万

元、已执行 26027.06 万元、执行率 67.10%，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20800 万元，已执行 13038.52 万元，执行率 62.69%；市级财

政配套资金 13000 万元，已执行 8000 万元，执行率 61.54%；

区级财政配套资金 2349.23 万元，已执行 2349.23 万元，执行率

100%；融资贷款 2639.31 万元，已执行 2639.31 万元，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

印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2〕5 号）

规定，市财政局在接到中央财政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30 日内，将

中央财政资金及时分解下达至相关区，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

续完备。此外，为严控工作时间节点，加快工程进度和资金拨

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按时完成年度任务，我市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过程管理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资金拨付程序、时间节点、考核要求等，为管好、

用好农田建设补助资金，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 年财政部下达我

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新建高标准农田 26 万亩，新建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3 万亩，通过项目建设，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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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和农田灌溉排水及节水能力，进一步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述年度目标截至报告期已全部完成。

通过项目建设，有效改善了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项目区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全市耕地质量提升了 0.05 个等级；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较治理前亩均提高 100 公斤，新建高

标准农田亩均农田灌溉排水和节水能力稳步提升，灌溉水利用

率提高 10%。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 10 个，完成 10 个。 

1.数量指标 2 个，完成 2 个。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26 万亩，

同步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3 万亩。 

2.质量指标 1 个，全部完成。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3.时效指标 1 个，全部完成。目前完成任务及时性均在 1-2

年以内，达到年度指标值要求。 

4.成本指标 1 个，全部完成。财政资金亩均补助标准均达到

1500 元，符合年度指标值≥1200元要求。 

5.效益指标 4 个，全部完成。一是社会效益指标 2 个，全部

完成。项目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较治理前亩均提高

100 公斤；项目区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 100%。二是生态效益指

标 2 个，全部完成。项目区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全市耕地质量

由 2020 年的 4.37 提升到 4.32，提升了 0.05 个等级。水资源利

用率逐步提高，较治理前灌溉水利用率提高 10%。 

6.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 个，全部完成。受

益群众满意率 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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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改进

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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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天津市渔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

下达我市渔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5336 万元，下达区域

总体绩效目标为：“促进渔业产业持续绿色健康发展；提升远洋

渔船履约能力；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单并结

合实际按时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1 年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1〕

3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1 年 5 月，我市通过《天津市

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津财农指〔2021〕6 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

等同步分解下达至滨海新区。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按照中央有关要求，2021 年 5

月，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财政 2021 年渔业发

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6 号），将 2021 年

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 5336 万元全部下达至滨海新

区。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5336 万元，已执

行 1620 万元，执行率 30%，全部为中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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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为加强和规范渔业发展补助资

金管理，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

实施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农

〔2021〕41 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渔业发展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24 号）、《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渔业发展补助政策实施工

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24 号）等文件要求，我市印发了

《市农业农村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津市 2021 年渔业发展支

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1〕90 号），进一步

细化了 2021 年我市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总体思路和目标、资金安

排和任务、项目管理和工作要求等内容，并将任务清单、实施

计划等同步下达。 

同时，为做好我市“十四五”期间渔业发展支持政策实施工

作，我市结合实际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天

津市落实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总体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

通知》，明确了至 2025 年全市渔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

目标任务、支持重点、保障措施等方面内容，并按照项目制定

了具体实施方案，提出了实施各类项目的具体要求。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 年财政部下达我

市区域总体绩效目标为：“促进渔业产业持续绿色健康发展；提

升远洋渔船履约能力；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清

单并结合实际按时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全年实际完成情如下：

通过项目实施促进了全市渔业持续绿色发展，海洋渔业资源持

续好转；完成对履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的 15 艘远洋渔船奖补工

作，全市远洋渔船履约能力进一步提升；落实渔业绿色循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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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任务，按计划实施内陆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达标治理

项目；大力支持建现代化渔业装备设施，稳步推进渔船更新和

设备改造项目。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下达绩效指标 11 个，完成 5 个，未完成 1 个，正在

实施 5 个。 

1.产出指标 7 个，完成 1 个，未完成 1 个，正在实施 5 个。 

一是数量指标 6 个，完成 1 个，正在实施 5 个。完成对履

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的 15 艘远洋渔船奖补工作，全市远洋渔船

履约能力进一步提升。内陆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达标治

理项目、渔船更新和设备改造项目，尚在实施期，预计 2022 年

内全部完工。 

二是质量指标 1 个，未完成。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渔

业一产产值占比 92%，未达到占比 50%以下的要求。 

2.效益指标 3 个，全部完成。 

一是经济效益指标 1 个。通过项目的实施，对渔业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明显。 

二是社会效益指标 2 个。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好转。 

3.满意度指标 1 个，全部完成。渔业绿色循环发展满意度

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内陆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达标治理项目、渔船

更新和设备改造项目，尚在实施期，预计 2022 年内完工，因此

造成指标暂未完成。下一步，我市将督促滨海新区，按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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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力争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是渔业一产产值占比 92%，主要原因在于受本地水产品

消费习惯影响，群众倾向于鲜活水产品消费，同时各地疫情频

发，对渔业饲料生产、渔业流通和服务业影响较大。下一步，

我市将进一步加大对优化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结合天津市滨海

新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加大投资，在严格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多措并举，推动疫情期间渔业流通和服务业发展。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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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天津市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支持
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1 年，中央财政

下达我市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支持农村厕所

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预算总额 5373 万元，下达绩效目标三

个：一是完成本地区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年度工作计划；二

是持续系统解决农村厕所问题，推动相关涉农区完成农村户厕

问题摸排整改任务；三是推动改厕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健全，持

续完善农村改厕问题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二）我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1年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预算的通

知》（财农〔2021〕56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1 年 7 月，

我市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

革转移支付等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21 号），及

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

1363 万元、宝坻区 2321.2 万元、武清区 513.8 万元、宁河区 1146

万元、静海区 29 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1 年 7 月，我市印发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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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

预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21 号），将中央财政 2021

年度预算资金 5373 万元下达至各相关区。此外，2021 年 6 月，

我市印发了《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21 年农村社会发展等预

算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1〕15 号），将市级资金 6231.5

万元预算下达至各相关区，其他资金 503.2 万元为统筹使用结余

的市财政农村社会发展资金。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 12107.7 万元，已

执行 10817.06 万元，执行率 89.34%，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373

万元、已执行 4082.36 万元、执行率 75.98%，地方资金 6231.5

万元、已执行 6231.5 万元、执行率 100%，其他资金 503.2 万元、

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为全面落实管理要求，近年来，

我市先后印发《2019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工作

方案》（津财农〔2019〕126 号）、《天津市农村社会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津财农〔2020〕8 号）、《市农业农村委 市卫健委 市

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的函》（津农委函

〔2020〕3 号）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农村“厕所革命”支出方向的

支持范围、分配下达程序、使用管理，以及验收、监督检查和

绩效评价等内容。2021 年为强化资金监管，客观真实反映工作

情况，我们聘请第三方开展市级备案检查和资金审计工作。重

点关注项目资金拨付、项目进展、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等情况，

及时督促“厕所革命”项目规范化建设，保障资金规范安全使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使“厕所革命”专项资金真正做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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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民生，为民服务。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市农村“厕所革命”

整村推进年度工作计划已完成，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已基本实

现，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目标已基本实现，长效管护机制

初步建立，基本实现使用有人教，损坏有人管，运行有人帮的

良好机制。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

11 个，完成 10 个，未完成 1 个。 

1.产出指标 6 个，完成 5 个，未完成 1 个。 

（1）数量指标 2 个，全部完成。一是完成改厕农户户数≥

287202 户，实际完成 287202 户。二是完成整村推进的行政村数

≥2200 个，实际 2510 个村完成整村推进（其中，2020 年实际

完成 1919个村整村推进，其余为 2019年已完成整村推进但 2020

年又新增改厕户的村）。 

（2）质量指标 2 个，全部完成。 

一是改造完的厕所设施合格率达到 96.14%。根据《天津市

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0 年）》、《天津市农村厕

所改造建设技术导则》、《天津市农村厕所改造项目管理及考核

验收办法》（津人居环境整治办〔2019〕17 号）及质量管控文件

要求，2021 年，我市对厕所革命工作进行常态化督导，坚持日

常明查暗访，市农村改厕专班对各涉农区常态化开展实地暗访

调研，发现问题以提示函的方式及时督促整改，并暗访检查整

改完成情况。为更好的了解各区改厕存在问题和困难，我市每

月召开 1-2 次各涉农区专班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调度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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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面对面，指出问题点位限期整改，对工作开展扎实有

效的进行表扬，对工作推动不力的区采取现场点名、问询函、

等方式进行督促、提醒，形成了“赶帮超”的积极氛围。同时，

要求各涉农区以全市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工作为契机，严格

把握农村厕所改造验收标准，对于已完成验收的，要开展验收

专项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方可认定验收合格。暂未

验收的，不达标准坚决不能通过验收。 

二是农村改厕数据库基本建成。依托“三农”大数据平台，

我市搭建起“厕所革命”数据平台，各相关区同步填报改厕基础

数据信息，建档立卡和改厕工作全程重要节点资料全部入库，

工作进展情况可实时掌控。 

（3）时效指标 1 个，未全部完成。截至目前，2021 年度中

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支持农村厕所革

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执行率 75.98%。 

（4）成本指标 1 个，全部完成。支出金额/下达资金，达到

89.34%。 

2.效益指标 4 个，全部完成。 

（1）社会效益指标 2 个，全部完成。 

一是当年完成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行政村的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到 100%。在各涉农区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基

本实现全市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2021 年，我市继续巩固厕所

革命成果，加大力度推进农村改厕工作，进一步提高农村户厕

普及率，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村厕所“水冲”和冬季保暖问题，

推动农村厕所革命与供水、污水处理等工程统筹实施，加强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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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群众满意为最终目标，确

保厕所用得上、用得好、用得长。此外，我市以全国农村户厕

问题摸排整改工作为契机，结合农村厕所问题摸排整改及整改

“回头看”工作，再次开展了验收工作专项督导，为提升农村

厕所的使用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奖补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为确保奖补资金

专款专用，加强资金监管力度，我市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 市

卫健委 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的函》

（津农委函〔2020〕3 号），明确了资金管理使用环节和流程，

奖补资金使用全年未发生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2）生态效益指标 1 个，全部完成。当年完成农村厕所革

命整村推进行政村的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资源化

利用工作有序开展。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农村厕所粪污治理

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地制宜推进厕所粪污分散处理、集中

处理或接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工作。对于不能接入管网的，以

镇为单位，定期统一组织收集处理，鼓励各涉农区探索建立“农

户+专业公司+合作社（或种粮大户、肥料生产企业）”等粪污处

理模式，防止粪污随意倾倒、排放，实现厕所粪污资源化处理

利用，达到村庄卫生环境清洁与农业绿色生产有机结合的循环

发展目标。 

（3）可持续影响指标 1 个，全部完成。当年完成农村“厕

所革命”整村推进行政村长效管护机制初步建立。为巩固农村

“厕所革命”成果，保证农村厕所正常运转，切实解决农民群

众“不愿用、没法用、用不上”等问题，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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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依据《天津市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实施方案（2019-2020）》，

各涉农区均建立了厕所长效管护机制，制定了长效管护办法，

进一步巩固了前期改厕成果，不断畅通厕所问题反映渠道，基

本实现使用有人教，损坏有人管，运行有人帮的良好机制。 

3.满意度指标 1 个，全部完成。2021 年 5 月，全国农村厕

所革命中部片区座谈会在津召开，我市改厕工作得到国家乡村

振兴局领导同志充分肯定。通过实施厕所改造，极大改善了农

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提升了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村庄环境水

平，得到了我市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按照《2019 年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工作方案》

和《天津市农村厕所改造项目管理及考核验收办法》（津人居环

境整治办〔2019〕17 号）的要求，资金拨付是以整村推进、先

验后补为原则，因疫情原因部分涉农区村级施工进度受到影响，

区级验收延迟导致资金执行率偏低，影响全市资金执行和时效

指标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 号）、《天津市农业农村

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 号）、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

〔2021〕108 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从而在强化评价结果导向机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为改进资金项目管理以及完善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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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目前，我市 2021 年中央和市级用于支持农村“厕所革命”整

村推进财政奖补方向资金在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

题。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实际工作发现的

问题，确保巩固我市农村“厕所革命”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