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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乐昌市水利局成立于 1994 年，2011 年因职能的转变更名为

乐昌市水务局。根据乐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乐昌市水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乐

办发[2019]27 号)的规定，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韶

关市委关于水务工作的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水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如下：

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拟订水利发展规划措

施。组织编制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江河湖泊流域综合规划、防

洪规划等水利规划。

2、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

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

源管理保护。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3、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

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拟

订全市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水量分配和调度方案并监督实施，负

责区域内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和防洪论证制

度，组织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指导水利行业供水和乡镇供

水工作。



第 2 页 共 19 页

4、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实施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

节约用水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

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5、负责提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及财政性资金安

排建议并组织指导实施。负责权限内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审核工

作，提出水利建设投资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

6、组织开展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

利用。组织开展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组织开展江河湖泊及河

口滩涂的治理、开发和保护。组织开展江河湖泊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江河湖泊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江河湖泊水系连通工作。

7、指导监督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负责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按规定组织拟订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工程验收

有关工作。指导全市水利工程运行、划界和安全管理。监督管理

水利建设市场。

8、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组

织实施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公告。负责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全市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

9、组织开展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监测。负责发布水资源信息、

情报预报和水资源公报。组织开展水资源、水能资源调查评价和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

10、组织开展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农村灌区骨干工程、

涝区治理工程建设与改造。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水利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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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及节水灌溉有关工作。指导

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农村水能资源开

发、农村水电站改造和农村电气化工作。

11、承担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利水电工

程移民有关政策，组织实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监督评

估等制度。指导监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

12、组织开展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承担涉水违法事件的

查处，处理水事纠纷。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监

督工程安全运行，组织指导水库、水电站大坝、农村水电站的安

全监管。

13、开展水利科技工作。组织指导水利行业质量监督工作。

组织实施水利行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14、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

旱灾害防治规划并按防护标准指导实施。负责水情旱情监测预警

工作。组织编制江河湖泊和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相

关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负责防御洪水抢险的

技术支撑工作。负责台风防御期间水工程调度工作。

15、完成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水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16、职能转变。市水务局应当坚持节水优先，从增加供给转

向更加重视需求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和提高用水效率。坚持

保护优先，加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监管，强化水域和水利

工程的管理保护，维护河湖生态健康。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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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加强水资源合理利

用、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坚持统筹兼顾，保障合理用水需求和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17、与市应急管理局在自然灾害防救方面的职责分工。市应

急管理局负责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

件应急救援，统筹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市水务局依法承担本

行业领域的灾害监测、预警、防治及保障工作。

市水务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其内设机构有：办

公室、财务审计股、水资源水电与法规股（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河湖管理股、规划建设与水保股、运行监督与调度防御股（市水

库移民办公室）和机关党委，市水务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20 名。

市水务局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类事业单位和

二类事业单位共有 11 个，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1

个、一类事业单位 6 个、二类事业单位 4 个，分别为：乐昌市水

政监察大队、乐昌市水库移民工作办公室、乐昌市防洪排涝工程

管理处、乐昌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乐昌市东洛水库管理处、

乐昌市丰收水库管理所、乐昌市梅花灌区水利联合管理所、乐昌

市廊北灌溉工程管理处、乐昌市机电排灌管理总站、乐昌市龙山

水库管理处、乐昌市金鸡水库管理所。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基本情况

按照乐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市水务局 2020 年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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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是：1.做好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 2020 年项目、乐

昌市坪石—梅花自来水扩网工程等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完成乐

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西坑水碧道建设工程一期工程；3.全面推

行河长制工作；4.完成其他工作任务。

市水务局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共有 3 项，分别为：乐昌市

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 2020 年项目、乐昌市坪石—梅花自来水扩

网工程和乐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西坑水建设工程（一期）。据

统计，所有重点项目均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其中：乐昌市全

域自然村集中供水2020年项目完成投资1.85亿元（形象进度），；

乐昌市坪石—梅花自来水扩网工程完成投资 6580 万元（形象进

度），完成率为 127%、乐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西坑水建设工

程（一期）已按时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并于 2020 年年底通过单

位工程验收。

2.2020 年度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2020年项目

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工程2020年项目批复工程概算2.05亿

元，建设主要内容为：新建拦河水陂 178 座、新建深水井 8 座、

新建泉室或前池 88 座、泵房 55 座、新建清水池 252 座、一体化

净水设备 333 套、消毒设备 388 套、慢滤池 32 座、改造输配水

管道 887.54 公里。工程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开工建设，截至目

前，累计完成投资 1.85 亿元。

（2）乐昌市坪石—梅花自来水扩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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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市坪石—梅花自来水扩网工程。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

7013.6万元，建设主要内容为：坪石河西水厂取水口上移、河西

水厂向梅花乐梅水厂管网连通。项目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2021

年2月4日，工程实现通水。截止2020年12月31日，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6580万元。完成加压泵房3座，供水管线敷设15.47公里；引

水箱涵1处，蓄水池1座，铺设输水管线2.42公里，取水(加压)

泵站主体工程已完成。

（3）乐昌市城区防洪排涝工程（武江清淤疏浚工程）工程

工程于2018年12月11日开工，2019年1月20日完工。完成清

淤长度3.40公里，工程完成投资1490.10万元，其中：建筑安装

工程投资1302.37万元、待摊投资187.73万元。资金到位共

1490.10万元，其中政府债券700万元，本级配套资金70.10万元。

2019年1月29日通过单位工程验收。

（4）乐昌市2019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乐昌市2019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任务为1.29万亩。2020

年1月15日该项目通过市水务局验收，完成乐昌市2宗中型灌区农

业供水成本核算报告，完成3宗小型灌区（灌溉面积1.29万亩）

主要渠道计量设施简要安装方案，并安装计量设施，完成投资

18.32万元。

（5）乐昌市九峰水（横坑水（九峰镇段））、石下水（两

江镇段）治理工程

本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 1268.59 万元，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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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2020 年 3 月 17 日完工。工程建设任务：治理河总长度

6.5km，清淤疏浚长度 3.23km，新建护岸长度约 4.90km；新建亲

水平台 2 座，改造机耕桥 1 座，新建下河步级 4 座。工程实际完

成投资 1031.57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823.10 万元、

待摊投资 108.48 万元。

（6）乐昌市水库及万方以上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乐昌市秀水镇叶子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306.14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坝坝体加固；重建放水斜函

等。工程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0 年 9 月完工。乐

昌市丰收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208.91 万元，主要

建设内容为：塌陷区回填处理；拆除重建有安全隐患的挡墙；修

复损坏的溢洪道底板等。工程于2020年3月18日开工建设，2020

年 4 月 15 日完工。

（7）乐昌市小水电清理整改综合评估工作

2020 年 11 月，湖南润丰源水利技术服务咨询有限公司完

成了乐昌市小水电清理整改核查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乐昌市本

次评估的电站总共为 274 座，总装机 258785KW，其中退出类电

站 37 座（其中自然保护区内电站 31 座，无任何审批手续电站

4 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文件明确要求退出的电站 2

座），整改类电站 237 座，无保留类电站。

（8）乐昌市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技术服务项目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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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行动的通知》（粤水资源函〔2020〕775 号）的文件精神，

为了全面规范和加强我市取用水管理，开展了取用水管理专项整

治行动，共投入资金 39.30 万元，完成了 349 宗取水口核查登记

等工作。

（9）乐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西坑水碧道建设工程（一期）

乐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西坑水碧道建设工程批复工程概算

总投资为 1210.19 万元。一期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包括：2.82km

的碧道、570m 栈道、1 处公园、1 处驿站、1 处亲水平台等项目

的建设及周边环境美化。

一期工程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开工，9 月 22 日完工。工程

到位资金共 427.55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4.03 万元，省级补助资

金 423.52 万元。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439.82 万元，其中：建筑安

装工程费 413.01 万元，待摊投资 26.81 万元。

（10）乐昌市万里碧道建设项目武江坪石镇段碧道建设工程

（一期）

本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为720.57万元，建设内容主要为下渡

清代码头遗址至福田大桥段，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架空沥青碧道

969m、原有道路划线改造1607.5m、沿河码头的修复拓宽9处，新

建三里竹林景观节点1个及配套服务设施，碧道沿途植物绿化种

植。工程于2020年9月26日开工，2021年1月18日完工。工程到位

资金为536.68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535.97万元，市级补助

资金0.71万元。工程实际完成投资499.81万元，其中：建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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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费425.69万元，待摊投资74.12万元。

（11）乐昌市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根据《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加快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和河道采砂

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粤河长办函〔2020〕20号）的规定，2020

年5月28日，委托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乐

昌市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划界工作范围是2020年年底基本完

成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本次采购内

容为16条河流的管理范围划定（不含九峰水）。河道管理范围技

术报告分别于2020年7月13日、8月14日、8月28日通过专家评审。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470万元，已经支付资金461万元。

（12）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工作

根据《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加快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和河道采砂

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粤河长办函〔2020〕20号）的规定，2020

年6月23日，委托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乐昌市河道采

砂规划(2021-2035)编制工作，合同金额99.00万元。2020年9月

11日编制成果通过专家评审会验收，2020年9月18日通过乐昌市

水务局验收，该项目共投入资金99.00万元。

（13）乐昌市2019年河道清淤工程

本工程建设地点在乐昌市境内。主要建设内容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乐昌市区武江张滩电站下游河道清淤疏浚

2.65km，清淤方量为33.96万m3，起点为西坑河河口，终点为张

滩电站下游；第二部分是廊田镇廊田河利廊电站上游河道清淤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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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1.6km，清淤方量为5.56万m3，起点为利廊电站上游，终点为

廊北二级电站上游的桥梁处；本工程总计清淤长度4.25km，清淤

总量为39.52万m3。

本工程合同开工日期为2020年1月2日，完工日期为2020年12

月15日。实际完成河道清淤全长4.25km，土方开挖（清淤疏浚外

运3km）约51万m3、砂卵石料临时道路压实约7200m3、临时道路

拆除外运3km约1.07万m3、下河路口块石回填压实约2880m3、砂

砾石铺面约950m3、下河路口拆除外运3km约4600m3。本工程合同

总价为1151.34万元。

（14）乐昌市2020年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项目

乐昌市2020年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位于乐昌

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库管理区修缮2宗，具体为金鸡水库

管理区修缮、云岩水库管理区修缮。水库维修养护28宗，具体为

金鸡水库、云岩水库、幸福水库、水牛坳水库、竹岗水库、竹子

塘水库、鹧鸪塘水库、八宝山水库、后洞水库、上坪水库、稍箕

塘水库、新塘水库、甘棠镇水库、蜈蚣洞水库、炭洞水库、横排

田水库、红芽塘水库、潭冲水库、李家洞水库、红十月水库、寨

头水库、苟塘水库、流山水库、高桥水库、鹿村水库、清洞水库、

磨石岭水库、下陂水库。

工程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工，2020 年 10 月 20 日完工。工

程合同总价为 203.04 万元，初步结算 203 万元，已按合同及设

计变更内容全部完成。2020 年 10 月 25 日，工程完工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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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同意通过乐昌市 2020 年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合

同工程完工验收。

（15）乐昌市2020年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我市2020年共计收到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776.94万元，

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395.94万元、大中型水库移

民结余资金1059万元、专项补助经费22万元、小型水库后期扶持

基金286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库区基金14万元。

2020年，我市共安排了1473.96万元用于水库移民基础设施

建设，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56.96万元、大中型水

库移民结余资金1059万元、2019年大中型水库移民结余资金117

万元、小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286万元、2018年小型水库后期扶

持结转基金141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库区基金14万元。具体为：

环境整治3处、公路硬化6.514公里、新建挡土墙415米、新建文

化室100平方米、安装路灯382盏、渠道维修1.169千米、路面硬

化3724平方米、管网8.8千米。项目完工后，改善生产条件，丰

富文娱生活，使移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0 年，根据乐昌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水务局的工作部

署和目标任务，严格履行部门职责，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达到

了部门绩效管理的要求。2020 年市水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

标主要有：

1、保证单位人员经费全部到位，满足单位日常办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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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面的经常性开支。

2、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小河流治理、万里碧道建设

项目和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指导监督

工作。

3、加强水资源保护工作，全面推进河长制基础工作。

4、做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管理工作

5、有效开展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

6、完成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水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2019 年和 2020 年预算收支构成和资金来源

根据财政部门下达我局部门预算的有关文件规定，2019 年

下达预算指标 3254.3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2996.39 万元、

政府性基金 258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级财政资金。

2020 年下达预算资金 6294.7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6294.78 万元、政府性基金 0 万元；资金来源分别为：本级财政

资金 4997.78 万元、上级财政资金 1297 万元。

2、2019 年和 2020 年预算支出预决算数据对比

据统计，2019 年预算指标为 3254.39 万元，2020 年预算指

标为 3040.39 万元，2020 年比 2019 年预算增加 3040.39 万元，

增幅为 93.42%。

2019 年决算数为 12069.17 万元，2020 年决算数为 27462.64

万元，2020 年比 2019 年决算增加 15393.47 万元，增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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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4%。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1、2020 年度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0 年度收入预算数为 27462.6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21046.66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415.98 万元。2020 年度支出预算数为 27462.64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823.86 万元，项目支出 26638.78 万元。

根据乐昌市财政局下达我局的部门预算的文件规定，部门预

算按照支出类型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按资金性质划分为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其他资金。资金收支管理执行预

算收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定，预算管理主要

包括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和决算。

基本支出实行零基预算管理，依据三定方案核定人员经费和公用

经费，严格执行招待费、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办公费等管

理规定；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依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

署而编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财务管理按照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和

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资金

管理以专款专用为原则、资金支付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

2、资产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局资产总额为 701.76 万元，其

中：流动资产 60.73 万元，占比 8.65%；非流动资产 641.0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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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比 91.35%。负债总额 14.81 万元，为流动负债，占比 2.11%，

净资产总额为 686.96 万元，占比 97.89%。

根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规定，

为了推动我局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内部控制工作，提高行政事业单

位管理能力，我局成立了乐昌市水务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

范领导小组，按照内部控制的规定加强资产管理，主要做法有：

一是建立货币资金岗位责任制，加强货币资金的管理；二是对资

产实施归口管理，实物资产管理由办公室统筹协调，资产使用部

门明确资产使用和保管责任人，财会部门负责资产的价值核算；

三是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明确资产的购置、调剂、租借、

处置的程序、审批权限和责任；四是建立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做

好资产的统计、报告、分析工作，实现对资产的动态管理。

3、人员情况

水利系统共有独立编制机构数为 12 个，其中：行政机关 1

个、事业单位 11 个（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 个）；

核定编制数共 177 人，其中：行政编制 20 人、事业编制 157 人。

实际在职人员共 121 人，其中：行政编制 15 人、事业编制 106

人。退休人员共 227 人，其中：行政机关 36 人、事业单位 191

人。

水利系统人员编制主要分为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

和事业单位人员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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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规定，认真贯彻执行相关人员的招聘录用、

考核和培训、奖励和处分等规定。根据人事部门关于 2020 年年

度考核的结果，在职人员共 121 人，其中：优秀等次 18 人、称

职等次 103 人，优秀等次占总人数的 15%。按照人员类别划分，

行政编制 15 人，其中：优秀等次 3 人、称职等次 12 人；参公管

理人员 9 人，其中：优秀等次 1 人、称职等次 8 人；事业单位人

员 9 人，其中：优秀等次 14 人、称职等次 83 人。

4、制度建设情况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规定，我单

位高度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预算管理、收支管理、政

府采购、资产管理、基本建设、合同管理和绩效管理等各项管理

制度并形成长效机制，以制度促规范，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推进单位治理体系建设。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1、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情况

2020年度，我局整体支出共27462.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23.86万元，项目支出26638.78万元。单位日常运行管理、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河长制工作和水库移民管理等水利工作任务达到

了要求，圆满的完成了本年度的整体绩效目标。

2、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数量指标。本次绩效评价数量指标共 29 项，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全部按照已批复的建设内容和任务完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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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数量指标有：1.清理市内河流水域漂浮物的水域长度

1199.44 公里；2.清理水域水面漂浮物的小（一）型以上重要水

库数量 11 宗；3.万里碧道建设 5.02 公里；4.建设加压泵站 3 座；

5.铺设管道长度 15.57 公里；6.建设小型集中供水工程 369 宗；

7.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4.62 万亩；8.乐昌市水库及万方以上山塘

除险加固工程 2 宗；9.河道清淤长度 4.25 公里；10.购买管材

50000 米。

（2）项目质量指标。根据工程项目完工验收资料显示，截

止 2020 年 12 月底，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为 100%，工程验收合

格率为 100%，已建工程未发现工程质量问题。

（3）项目时效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项目资金支付

共 26634.69 万元。所有项目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时效指标完

成情况良好。

（4）项目成本指标。据统计，完工项目成本控制在批复概

算（预算）内，不存在超出概算（批复投资）的现象。

3、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效益指标。农村水电增效扩容工程的完工，

可以保障水力发电生产，增加企业发电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实施，增加移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移民

生活水平。

（2）项目社会效益指标。农村水电增效扩容工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项目、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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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碧道项目等水利工程的实施后，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一

是有效的提升了河道防洪能力；二是增强了防洪减灾能力，保障

了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是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万里碧道项目、美丽移民村项目和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等项目

实施后，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一是有效的改善了水生态环境；

二是保护原有的自然资源，排除安全隐患，保护生态环境；三是

保护自然环境，使人民群众受益；四是工程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工

程的景观性，结合村镇规划，采取景观美化措施，显著美化沿河

景观，美化乡村环境，提升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工程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按照规定移交给相关的政府职能部

门、乡镇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管理部门安排人员对工程管

护，财政部门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落实管养经费，从而长久发挥效

益，形成可持续发展。

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满意度指标共两个，其中：交办

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理率计划指标 100%，实际完成指标为 100%；

群众满意度计划指标大于等于 80%，实际完成指标为 95.75%。

（三）自评结论

我单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资金管理基本规范，项目实

施成效显著，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本次绩效自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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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97.5 分，其中：预算编制情况 29.5 分、预算执行情况 38

分、预算使用效益 30 分。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申报存在不及时、不全面的现象，绩效目标申

报没有全面覆盖所有项目的预算资金。

2、绩效指标设置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绩效评价指

标有待标准化、规范化。

（二）改进意见

1、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建立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覆盖全

口径预算。预算单位应当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全口径预算，尤其是

加强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的管理，对水利救灾项目、水利工程设施

维修养护项目和扶持企业发展等项目应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2、加强绩效目标指标的设置，绩效目标应当全面涵盖产出、

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

满意度等绩效指标，确保与政府政策目标、社会公众需求、财政

支出规模等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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