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指标 数据（万元、%）
评价
得分

权重 指标评价值说明

合计 100
指标体系总分100分；
其他加分因素最多6分，扣分因素最多10分

（一） 15 主要评价资金投入情况

当年市级扶贫资金
补助到区情况

              万元 —— —— 基础数据项。“当年”指被评价年度，下同

上年区财政预算安
排扶贫专项资金情
况

万元 —— —— 基础数据项。“上年”指被评价年度的前一年，下同

区财政当年预算安
排扶贫专项资金情
况

万元 —— —— 基础数据项

区财政预算安排扶贫
专项资金绝对额情况

格式为：区财政预算安排扶
贫资金相当于市级补助的
%

9
区级投入≥市级补助的50%，得9分；≥45%，得8分；≥40%，得7
分；以此类推，每减少5个百分点，得分减少1分。

区财政预算安排扶贫
专项资金增长情况

%    2 增幅＞0，得2分；增幅≤0，不得分

2
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制
度建设情况

由区级提供相关文件佐证资
料

2
区级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相关工作制度健全的得2分；工作制度
比较健全的得1分；未制定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工作制度
的，不得分

3
“阳光扶贫”系统数
据录入准确度

比对“阳光扶贫”系统内录
入数据

2
评价区级预算安排金额和资金逐级分配情况是否与阳光扶贫系统
内录入数据一致。完全一致得2分，有少量出入并及时修正的得1
分，差异超过20%的不得分

(二） 10 主要评价资金拨付时间效率

4
市级补助的扶贫资金
拨付效率

格式为：
收到第__批市级资金__（万
元），拨付时间__日；
收到第__批市级资金__（万
元），拨付时间__日
；……

4

依据各地资金拨付文件和预算支付系统数据，评价市级补助的扶
贫资金拨付效率。按资金文件发文日期顺延10个工作日计算，资
金全部拨付且满足：1.≤60日下拨的得4分；60-90日的，得3
分；90-120日的，得2分；120-180日的，得1分；180日以上未拨
付不得分。年度中拨付多批资金的，按批次数平均计算得分；超
过60日未下拨资金，按资金量和延期时长减分。

5
区本级安排的扶贫资
金拨付效率

格式为：
第__批区级资金__（万
元），拨付时间__日；
第__批区级资金__（万
元），拨付时间__日
；……

4

依据各地资金拨付文件和预算支付系统数据，评价区级扶贫资金
拨付效率。自资金文件发文日期起计算，资金全部拨付且满足1.
≤30日下拨的得4分；30-60日的，得3分；60-90日的，得2分；
90-120日的，得1分；120日以上未拨付得0分。年度中拨付多批
资金的，按批次数平均计算得分；超过60日未下拨资金，按资金
量和延期时长减分。

6
资金拨付手续规范情
况

由区级提供相关文件佐证资
料

1 评价资金拨付手续是否完整规范、附件依据充分

7 方案备案及时率
是否及时向市扶贫办、市财
政局备案提供实施方案

1
全部按要求报市备案得1分，每发现一次未及时备案情况扣0.5
分，扣完为止

（三） 10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监管责任落实情况

8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
制度执行情况

区级提供相关证明资料；依
据阳光扶贫系统数据；审计
、工作督查巡查、财政监督
检查等结果。

4

评价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和公示公告制度执行情况，以及按照要求
公开扶贫开发有关政策、资金使用和项目安排等情况。根据实际
情况评分，未及时公开或公告公示的每发现一次（项）扣1分，
扣完为止。

南京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资金投入

1

资金拨付

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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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9
监督检查制度建设、
执行和整改情况

区级提供相关检查、绩效评
价的处理证据材料，以及整
改落实情况。

2
根据区级建立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制度、自行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和
对上级部门的各类检查、绩效评价整改落实情况判定得分

10 财务制度规范性
区级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审
计、工作督查巡查、财政监
督检查等结果。

2
评价区级、街镇和村级财务制度规范性，包括但不限于：资金、
项目是否及时报备，台账、手续、凭证是否齐全、完整、合规，
项目变更是否手续完整合规等。

11 扶贫资金专款专用
区级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审
计、工作督查巡查、财政监
督检查等结果。

2
满分2分，每发现一起挪用、占用扶贫资金问题扣0.5分，扣完为
止

（四） 65 主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和各项举措推进的实际效果

12
年度资金

结转结余率

格式为：
1.结转结余1年以内的资金__
万元,其中：市级__万元、区
级__万元，结余率__%
2.结转结余1-2年的资金__万
元，,其中：市级__万元、区
级__万元，结余率__%

5

评价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1.扶贫资金结余结转率＜8%，且均为1年以内，得5分；结余结转
率≥20%的，得0分；在8%-20%之间的按比例得分；
2.存在结余结转1-2年的资金，且比例＜5%，本项最高得3分；≥
15%的，得0分；在5%-15%之间的，按比例得分。
3.存在结转结余2年以上资金的，本项得0分。

20

13 扶贫对象精准识别
现场抽查建档立卡资料；帮
扶对象是否为建档立卡的农
户

3
按要求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帮扶对象准确率100%（3分），每发
现误差1人扣0.2分，扣完为止。

14 帮扶措施到位率
帮扶措施是否按照备案申报
要求实施到位

2
帮扶措施到位率95-100%（2分），90-95%（1分），90%以下（0
分）

15 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各区提供不同年度扶贫对象
花名册，是否根据脱贫情况
动态调整

2
根据脱贫情况动态调整机制健全的得2分，体现动态调整要求的1
分，否则不得分

16 低收入农户人口减少

由各区提供，格式为：
1.年度脱贫人口任务__人
2.年度脱贫人口实际完成__
人                3.完成
率__%

5
评价各区年度脱贫人口任务完成情况。完成任务得5分，未完成
的按比例得分。

17
低收入农户脱贫准确
性

中介机构核查__人，准确率
__%

5
通过抽样调查，判定区级脱贫任务完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全
准确得5分；存在误差的，按不真实情况占样本数量比例计算得
分

18
低收入农户增收措施
的可持续性

各区提供说明，中介机构根
据抽查情况独立判定

3
增收措施体现“一户一策”，充分调动农户主观能动性，得3
分；完全依靠政府补贴、缺乏可持续性的，不得分；根据抽查情
况评价给分

5

19
帮扶对象资格真实性
审核

是否按照文件规定逐级审
核，对真实性进行核查

3 根据逐级审批情况和真实性抽查情况给分

20
与民政医疗救助政策
有效衔接

是否与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及
时、有效衔接，切实解决农
户困难

2
及时实现数据共享、措施衔接、工作到位的得2分。根据调查情
况给分

25

21 项目合同签订率
是否与各经济薄弱村（欠发
达村）签订项目合同

2
合同签订率100%得2分，每发现未签订合同情况扣0.5分，扣完为
止

  帮扶低收入农户增收脱贫

  急重病灾救助

  经济薄弱村、欠发达村脱贫

扶贫措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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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合同完整性

与各经济薄弱村（欠发达
村）签订的合同是否包含收
益率、保底分红、项目周期
等内容

2
项目合同完整2分，每发现合同条款不完整情况扣0.2分，扣完为
止

23 项目收益兑现率
项目合同约定的收益是否兑
现

4
按预期收益金额计算，收益兑现率100%得满分，每少兑现10%扣1
分，扣完为止

24
村级集体资产产权落
实情况

扶贫措施有无转化为具有可
持续性的村级集体资产产权

3
通过资料核查，扶贫措施最终落实为村级集体资产、可形成长期
可持续收益的，得满分。按核查样本情况和比例计算得分

25
年度脱贫任务完成情
况

由各区提供，格式为：
1.年度脱贫村任务__个
2.年度脱贫村实际完成__个
3.完成率__%

5
评价各区年度经济薄弱村、欠发达村达标任务完成情况。完成任
务得满分，未完成的按比例得分。

26 实现精准退出情况
格式为：根据中介机构对村
级稳定性收入进行核查，脱
贫退出数据准确率__%

5
通过全面进村核查，判定区级脱贫任务完成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完全准确、实现应退尽退的得满分；存在误差的，按不真实情况
占样本数量比例计算得分

27
村级稳定性收入增长
情况

经济薄弱村平均稳定性收入
__万元，比上年增长__%
欠发达村平均稳定性收入__
万元，比上年增长__%

4

薄弱村平均稳定性收入增幅＞5%的得4分，增幅在0至5%之间的按
比例计分，≤0的不得分；
欠发达村平均稳定性收入增幅＞5%的得4分，增幅在0至5%之间的
按比例计分，≤0的不得分

10

28 项目推进时效性
项目进度是否按照项目备案
表实施周期完成

3
项目工期完全按照备案表实施得满分，每发现一个项目未落实工
程进度扣0.5分，如未达到50%进度则扣1分；扣完为止

29 项目实施实效性
项目是否对改变欠发达地区
面貌、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能力具有关键作用

4
评价项目对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实际作用，投向是否精准，
是否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根据调查情况按比例打分

30 资金使用规范性
对项目支出管理、专账核算
、支出范围、招投标等方面
进行核查

3
通过核查项目合同、财务核算资料，发现存在违规问题的，每发
现一起扣0.5分。扣完为止

（五） 主要评价机制创新和违规违纪情况

31 机制创新
区级上报，提供相关机制创
新方面的佐证材料。

最高加3分

属加分指标。主要评价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监督管理
等各方面的机制创新情况，重点评价扶贫开发工作中出台的相关
办法和机制。条件：获省级以上表彰奖励、领导批示、经验推广
。

32 违纪违规

根据各级纪委、审计、监察
、检察机关、扶贫和财政主
管部门督查巡查相关通报材
料、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以及自查自纠整改相关材料

最高扣10
分

该指标为减分指标。主要评价是否存在相关部门发现和曝光的违
纪违规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情况（包括内部资料或媒体披露、
经经核实的问题）。根据检查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扣分
。此外，对绩效评价上报不及时，内容不全、不实、不规范的，
视情况扣分。

  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关键工程奖补

加减分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