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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根据工作安排，现将市住建委 2020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绩效目标情况。

创新工作方式，完善机制体制，突出从“细、建、管”到

“系、监、治”的角色转换，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攻坚行动完成投资 109.18 亿元、城建攻坚项

目完成投资 153.90 亿元，全市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9242 套，完

成投资 58.4 亿元；全市建筑业总产值实现新突破， 2020 年达

842.6 亿元，同比增速 11.5%；商品房销售面积 724.3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6%，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统筹推进村镇建设，规范物业行业管理。持续加强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城市运行安全。督促做好市容管

理，不断提升宜居品质。

（二）资金安排情况。

2020 年住建系统项目 228 个，资金到位 46480.83 万元。

其中：年初部门预算项目 189 个，资金 33450.13 万元；本年追

加预算项目 39 个，资金 13010.71 万元（2020 年 11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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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追加指标 7177.56 万元）。因市政、环卫、绿化部分事权及

城管执法支队全部事权下放和中期调整调减项目资金

15114.52 万元。资金安排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城市防

洪及排污(含泵站运行)、城市照明、市政、环卫、绿化监管、

园林公益服务、城市建设管理、建筑管理、建筑设计管理、房

地产市场管理监督、园林管理、村镇建设、建筑监管执法管理、

质量监督、造价管理、城建档案管理、保障性住房、房屋征收

管理、房屋交易登记、房屋安全中心和物业管理中心等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预算执行进度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住建系统项目资金执行 28971.46 万元，因事权下

划、中期调整等原因调减 15114.52 万元，结余 2394.85 万元。

其中：年初部门预算项目资金执行 17954.44 万元，结余 381.16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92%；本年追加预算项目资金执行

11017.02 万元，结余 2013.69 万元，预算执行率 84.55%。

2.预算管理情况

根据单位履职要求和事业发展计划，按照统一制定的预算报

表及相关管理规定，编制部门（单位）综合预算，确保不重不漏。

专项预算中，二级预算单位、委机关各部门根据本单位职责履行

情况及当年工作计划，提出当年专项预算经费明细，按照要求填

报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及每个项目的绩效目标,清晰反映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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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期目标和预期效益,并以相应的完成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

度指标等绩效指标，按照专项项目的经济用途分别编制差旅、会

议、维修等相关费用预算，将各项目所需资金予以细化和量化，

最后由委财务科汇总编制系统整体项目预算，经委党委会集体审

定后，向财政部门报送。

在预算执行中，原则上不制定新的增减财政收支的政策和

措施，严格执行预算，避免形成新的缺口，除应急、抢险、救

灾等项目可在总预备费中及时安排外，原则上不再安排无预算

的项目资金。使用资金的具体办法：

(1)城乡建设及城市管理事务专项项目（省级专项资金项目

按照《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付）。系统各单位，根据预算

要求和实施情况，按照财务制度执行，原则上须按如下审批程

序执行：各科室负责人签字，财务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批支

付。项目经费支出超过 1万元以上，送分管财务领导审批；20

万以上须报委党委会研究通过后，方能按程序申报拨付。

(2)财政大预算(城建攻坚、城市管理等项目)各类专项资金

的拨付管理，根据经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审核同意的分配意见，

按照《绵阳市市本级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规定程序，需二

次分配的年初预算 1000 万元（含）以下由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市

长审核后报市长审批，1000 万元以上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决定，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审签后，由财政将当年的

政府性资金预算下达到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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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支付。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住建系统 2020 年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到位 46480.83 万元，

因事权下划、中期调整等原因调减 15114.52 万元，资金执行

28971.46 万元，目标完成率 92.36%。

一是强化督促协调，力保“三大攻坚”有序推进。科技城

集中发展区攻坚行动基础设施项目全年开工项目 57 个（含完工

17 个），完成投资约 109.18 亿元；城建攻坚全年开工项目 281

个（含完工 157 个），完成投资约 153.90 亿元。推动全市棚改

新开工 9242 户（套），基本建成 3151 套，完成投资 58.4 亿元。

二是建筑业产值实现新突破，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全市建筑业总产值 842.6 亿元，同比增速 11.5%，高于全省平

均增速 0.9 个百分点在全省排名第 4 位。全市建筑业税收 22

亿元，同比增长 10.1%，占全市税收的 11.1%。截至 12 月底，

全市住房可售面积 425.76 万平方米；强化涉房历史遗留问题处

置，71 个问题楼盘中，达到销号标准（已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

登记证）楼盘 27 个，其中城区 11 个，累计办理产权证 1.2 万

余户。全面落实全省房屋网签备案数据联网工作，升级房产信

息平台，稳步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本市全年新增登记备案

经纪机构 202 家，签订存量房网签合同 23289 份，存量房成交

面积 254.43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124.27 亿元。

三是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推进村镇建设，规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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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行业管理，用心做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申报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341 个已全部开工，争取到位项目资金 4.11

亿元，改造 2.51 万户，改造面积 200.46 万平方米。

四是持续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对全市 13 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了专项整治，对全市建

筑工地防火、防汛减灾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检查。

五是督促做好市容管理，不断提升宜居品质。编制《绵阳市

城市精细化管理导则（试行）》，对市政公用设施、公园绿化、

建筑工地、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物业小区和数字城管等 7个

领域 29 个方面进行规范。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0 年度，对照产出、效益、满意度各项三级指标，市住

建委自评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基本达到预期绩效目标。具

体情况如下：

1.数量指标。

（1）全年向上争取到位项目资金 4.11 亿元，申报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 341 个，改造 2.51 万户，改造面积 200.46 万平方

米。其中，省级老旧小区改造试点示范项目 2 个，全年开工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 341 个。全年既有住宅电梯增设开工 85 部，投

入使用 66 部，发放 44 部电梯奖补资金 655 万元。

（2）指导全市 1582 个行政村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纳入村

规民约，全年完成新改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8324 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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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活垃圾收集车 969 台，全市农村生活垃圾行政村有效治理

占比 99%，全市乡镇生活垃圾设施收转运覆盖率 100%；“厕所革

命”新（改）建城镇公厕 227 座，新（改）建农村公厕 155 座。

（3）2020 年创建“法治示范小区”45 个。进一步优化维

修资金管理模式，全年归集维修资金 2.02 亿元，本年批准使用

262 万元。本年新增物业区域 45 个。

（4）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 3个分类智慧居家馆（目

前垃圾分类试点参与居民数已达到 11000 户，回收可回收物约

98 吨，回收暂存有害垃圾约 500 公斤）、改造提升老龙山等 3

座垃圾转运站、设置大件垃圾分拣点、采购废物箱 1000 个。

（5）进一步提升城市家具、机动车清洁和临时占道停车泊

位的规范管理，完成富乐大桥、飞云大桥、饮马大桥、八家堰

大桥、川交大桥、洞天隧道和飞云隧道的名牌安装工作；更换

城区街（路）名牌 607 块，新建街（路）名牌 153 块。审查通

过城市景观亮化设计方案 22 个，验收通过城市景观亮化项目

24 个。加快推进行道树树池绿化美化专项工作，累计完成树池

绿化美化 70000 余个。继续推动园林绿化“三规合一”工作，

2020 年，我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6368.04 公顷，同比增长 4.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2%，建成区绿地率 38%，建成区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14 ㎡。全年签订《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公共服务协议》

120 个，完成新建预防面积 440 万平方米，回访复查项目 384

个、回访面积 1083 万平方米，灭治户数 1753 户，完成灭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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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1.57 万平方米。

（6）2020年，全市各监督机构共监督报监在建工程项目810

个，总面积2702万平米，受监工程质量监督覆盖率100%，合格率

100%，重点工程一次性竣工验收合格率100%，一般工程一次验收

合格率90%以上。

（7）完成了对城区 22 座雨污水提升泵站、108 台水泵和

事权范围内 110 座市政桥梁的检测工作。严格实行汛期 24 小时

昼夜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依托雨污水视频监控系统，实

现对城区 270 余处重点区域的全时段、全方位监测；2020 年绵

阳城区发生中雨以上降雨 38 次，汛期共组织防汛抢险 30 余次，

出动抢险人员 5000 余人次，出动各类抢险车辆 600 余台次，启

闭闸门 50 余次，提升雨水约 1800 万立方米。全面推进全市城

市供排水企业运行评估考核工作，深入各供排水企业实地检查

其规范化运营情况；推行“燃气安全清单制管理”和三年整治

规划，编制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30 次，强化宣传

教育，遵循检查整改闭合工作思路，对燃气行业 154 个发现问

题进行了整改，保证了燃气行业的安全无事故。开展“四大公

园”的安全防护体系、游乐设施运行状况专项检查。

（8）依托“绵阳城建”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平台广泛

宣传引导、解难答疑、回应关切，推送内容达 120 余条，最高

阅读量近 3 万，先后被新华网、人民网、四川日报、四川在线、

绵阳日报等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转载。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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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提案共 113 件，占全市共 601 件的 18.8%，主办件 70

件、协办件 43 件，办结率 100%。2020 年度，共受理数字城管

案件 164082 件，监督员自行处置 80725 件，座席当即答复归档

16327件，巡查上报不予受理数13132件，批转至二级平台53884

件，已处置 53332 件，处置率 98.98%，超时待处置率 0.34%，

返工率 0.34%，挂账率 0.15%，结案率 99.58%，热线满意率

97.27%。全年共完成省委巡视组交办信访件 26 件、市巡视组交

办信访件 3 件、市信访局交办件 138 件，厅长信箱 12 件、市人

大交办件 9 件、来信 58 件、自送件 79 件，“三方通话”共受理

处置 76 通，在接待群众来访和办理群众来信过程中，及时回复

群众关切，实现信访件“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2.质量指标。各项经费为住建工作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较好的执行了部门预算安排；加强城市建设统筹协调，让新区

有形象、组团有活力、旧城有变化、县域有突破、小镇有特色；

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3.时效指标。截止2020年底，基本完成项目的各项计划，仅

余个别项目需要在2021年继续执行。

4.成本指标。住建系统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资金到位

46480.83万元，因事权下划、中期调整等原因调减15114.52万元，

资金执行28971.46万元，结余2394.85万元，目标完成率92.36%。

5.社会效益指标。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促进全市旧城区改建、全市公共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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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完成危旧房棚户区改造目标等工作；保

障人民的财产安全、减少事故发生。

6.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市住建委的工作，

对促进绵阳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满意度

达到三级指标中的指标值。

但还有个别项目与预期绩效目标稍有偏离，需要在 2021

年继续执行。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1.年初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 381.17 万元。一是政府采

购项目资金结余，主要原因：因实施政府采购，充分竞争，节

约财政资金形成采购结余；消防验收和抽查运行保障费项目通

过财评后正处于政府采购招标流程中，预计在 2021 年完成支

付；房产档案整理利用专项经费等项目按合同约定，于采购验

收合格满一年后支付。二是 2020 年事权改革的单位，因改革

后职能职责变化较大，业务工作与事权优化改革工作并行，部

分业务工作在进一步优化。三是文物抢救性修缮勘察设计费项

目，待省文物部门完成评审后，按合同支付剩余设计费用。

2.本年追加预算项目资金结余 2013.69 万元。一是 2015、

2016 年绵阳市房地产交易会购房补贴项目资金结余，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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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15、2016 年房交会购房补贴需由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申领

才能发放，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是申领要件之一，但

部分问题楼盘因资金链断裂等原因导致房屋交付困难，办证事

项推进缓慢，从而造成兑付进度偏慢。该项目资金需继续用于

2022 年度不间断地兑付。二是城市管理和城建攻坚大预算项目

指标在 2020 年年底下达，部分项目涉及招投标流程，预计在

2021 年完成支付。三是房产档案数字化扫描专项，于 2020 年

12 月进入政府采购阶段，采购完成后需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

四是城建攻坚研究项目，待形成正式文本且经第三方专业检测

机构检测其成果后支付。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梳理兑付进度较慢的楼盘，加大与开发企业的沟通联系，

及时将 2015、2016 房交会购房补贴相关规定告知开发企业工作

人员，针对其在兑付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加

快项目执行进度。

2.针对工程类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审计，根据审计报告结

清工程款。按资金审批程序加快支付手续办理，以确保专项预

算执行更加合理、及时。

3.有计划、有步骤、全面有效实施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项目，

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加大政府采购执行力度，加

快政府采购实施进度。

4.加强部门绩效监督管理工作，以绩效目标作为考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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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矫正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绵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财政政策（项目）支

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绵财绩〔2021〕4号）文件要求，市住建委

拟于2021年5月10日前在门户网站公开《2020年度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五、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件：住建系统 2020 年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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