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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

按照中牟县财政局工作部署，安策绩效大数据有限公司受托开展

2021 年度中牟县农村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现

将主要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办法的通知》（豫政〔2016〕79号）要求，郑州市人民政

府制定印发《关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供养细则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郑政文〔2017〕108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提出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实现“应救

尽救、应养尽养”。中牟县贯彻落实相关要求，明确要建立起城

乡统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2021 年，中牟县民政局计划供养特困人

员 1450 人，实际供养特困人员 1050 人，完成率为 72.41%，其

中分散供养 895人，人员占比 85.24%；集中供养 155 人，集中

供养率为 14.76%。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48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352.26万元，实际支出 300.4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30%。

二、总体评价结论

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结合评价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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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研情况分析，2021 年度中牟县特困人员护理补贴资金项目

总体得分为 83.85分。评价等级为“良”。

总体来看，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

设置相对科学合理。主管部门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相对

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审核审批较为规范。项目完成情

况总体较好，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覆盖补贴人数达到 1050人，受

益对象条件符合率达 100%。通过项目实施，特困人员救助数量

呈增长趋势，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较为健全。但该项目预期目

标不够清晰可衡量，主管部门财务监控有效性不足，供养机构档

案管理不够规范，服务规范性有待提高；救助特困人员人数未达

到年度计划值，资金发放足额率、及时率有待提高；特困人员死

亡率较上年有所增加，社会力量参与度有待加强。

三、主要成绩及经验做法

一是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实现特困人员“应救尽救，应养

尽养”。中牟县各级部门分工明确，村（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

辖区居民生活情况的摸排，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

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的审核、上报、供养工作，县级民

政部门负责审查各乡镇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形成了良好

的特困人员管理工作流程，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实现

困难群众“应救尽救，应养尽养”。二是社会力量参与特困人员

救助工作，增强社会救助新效能。2021年，中牟县民政局积极

引导搭建起政府政策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专业精细服务、社会力

量聚力参与的综合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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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纷纷参与到特困人员救助工作中，同时刁家乡与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进行结合，由社工对特困人员家庭状况开展调查评估

及自理能力评估工作，系统地整理、归纳社区资源和困难群众面

临的实际困难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逐步推进政府、社会力量形

成社会救助合力，打造社会救助的新体系。

四、存在问题

（一）资金使用监管机制不健全，补贴资金发放落实不到位

一是部分乡镇分散供养人员补贴资金落实不到位。目前特困

人员照料护理补贴资金由县民政局每月根据各乡镇上报的数据

资料汇总后向县财政进行资金申请，并每月将县财政拨付的资金

拨付给各乡镇。但部分乡镇分散人员护理补贴拨付较为滞后，财

政资金滞留民政所账户时间较长，补贴资金落实不到位。

二是部分乡镇集中供养人员补贴资金存在结余。根据《实施

细则》要求，集中供养人员的照料护理补贴资金统一用于供养服

务机构照料护理开支。目前，集中供养人员的照料补贴发放形式

为各供养服务机构根据当月的实际照料开支进行报账。部分机构

补助资金存在结余。

三是县民政局对于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缺乏监管。根据《实施

细则》要求，民政、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截至目前，中牟县民政局

仅制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每月根据各乡镇所上报的信

息进行资金申请与拨付，由各乡镇具体执行补助资金的发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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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截至评价期结束，暂未获取中牟县民政局对于每月拨付至各

乡镇补贴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控的相关材料。

四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部分指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

难以明确衡量。例如，时效指标“发放及时性”指标值为及时，

社会效益指标“提升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指标值为提升，目标

设定较为模糊。

（二）项目实施过程不够精细，供养服务机构管理不够规范

一是护理人员配备数量低于规定标准。根据《实施细则》规

定，供养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对象人数和照料护理需求配备护理

人员，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一般按照不低于 1:10、1:4、1:1.5的

比例配备，但部分乡镇敬老院实际配备护理人员数量未达到配置

要求。例如，刁家乡敬老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5人，实际配备 3人、

大孟镇敬老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6人，实际配备 4人。

二是部分供养机构缺少对工作人员相关培训。在抽查的三个

乡镇中，供养机构均制定有人员培训制度，其中大孟镇敬老院和

姚家镇敬老院开展有人员培训，并存有相关培训记录，但截至评

价期结束未获取到刁家乡敬老院的相关培训材料。

三是部分供养机构未制定服务标准体系。根据《实施细则》

规定，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法人登记，建立健全

安全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体系。在抽查的三家敬老院中，仅有大

孟镇一家制定有供养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其余两家均未按照制度

要求制定服务标准体系。

四是部分乡镇档案管理不够规范。根据《实施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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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

特困人员档案管理，按照“一人一档案一协议”要求，建立健全

特困供养人员档案。通过查阅抽取乡镇所提供的相关档案发现，

部分乡镇的档案管理不够规范，部分材料关键要素缺失。

（三）集中供养比率较低，补贴资金产出效益较弱

一是集中供养比率相对较低。目前中牟县特困供养对象以分

散供养为主，截至 2021年 12月，已纳入保障范围的特困人员共

有 1050人，其中分散供养 895人，集中供养 155人，集中供养

人员占比仅为 14.76%，集中供养率总体较低。

二是资金产出效益较弱。一方面是年度特困人员救助人数未

达到计划值，2021年度计划救助特困人员为 1450人，实际救助

特困人员为 1050人，完成率为 72.41%；另一方面是特困人员死

亡率较上年增加，2020年特困人员死亡人数为 51人，2021年特

困人员死亡人数为 53 人，特困人员死亡增长率为 3.92%，死亡

率较上年呈增长趋势，补贴资金发挥的效益较弱。

五、有关建议

（一）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流程，落实资金监管工作

一是完善资金管理办法，规范特困供养人员补贴发放流程。

建议中牟县民政局根据现有政策标准制定针对性的资金管理办

法，规范全县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资金拨付流程、时限等。

对于分散供养人员，建议每月进行护理补贴的发放；对于集中供

养人员，可由集中供养机构根据本机构的特困人员人数、自理能

力等情况合理安排护理工作，并与次月初进行上月的护理费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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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工作。

二是建立资金跟踪台账，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建议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民政部门每月、每季度向县民政局上报当期的补贴资

金发放进度情况，县民政对于发放滞后的乡镇进行及时督促，确

保救助资金及时发放，避免出现因特困补助资金下拨缓慢影响特

困人员生产生活等不良现象。积极妥善解决特困补助资金发放过

程中的困难与问题，推动特困补助资金按规定时点发放。

三是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建议县民政局在预算申报阶段，重

视绩效目标填报工作，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可结合实

际，将内容细分为集中供养人员补贴和分散供养人员补贴，从产

出、效益上细化目标，同时将目标量化为具体绩效指标，聚焦项

目核心效益设置可衡量的效益指标，找准服务对象，科学设计满

意度指标。

（二）加强项目规范化管理，提高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

一是合理配备护理人员。首先，根据政策要求合理配备护理

人员。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一般按照不低于 1:10、1:4、1:1.5的

比例配备，为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其次，可与社会非营

利机构进行合作。加大护理人员的招聘力度和招聘范围，使尽可

能多条件匹配的未就业人员知晓该岗位空缺需求。同时可以引入

兼职护理人员或志愿者的形式，使更多有护理专业知识的青壮年

人才到特困供养机构工作。

二是加大供养机构护理人员培训力度。建议各供养机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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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培训制度，提升机构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县民政局也

可举行各乡镇供养机构的交流学习活动，打造县级的特困供养机

构互动平台。

三是健全供养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议县民政局落实《实施

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对辖区的供养机构进行

规范化管理，整合辖区供养机构的相关体系制度，制定县一级的

供养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并发放至辖区各乡镇供养机构，要求供

养机构参照执行，规范管理辖区内所有供养机构。

四是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首先，建立完善的管理标准、管

理流程和定期检查制度、明确档案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其次，

做好工作交替时的衔接过渡。档案等重要资料的对接具体到人，

交接过程留痕处理，完善档案交接制度。再次，强化档案管理信

息化建设，实现对档案的科学管理。

（三）细化项目实施，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

一是创新集中供养机构管理模式。适度丰富集中供养机构的

文化娱乐活动，增强集中供养机构的吸引力。例如，通过各类活

动的开展，让周边村民能够走进敬老院，让村民充分了解敬老院

的卫生条件、丰富多彩的娱乐互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以逐

渐扭转分散供养人员原有的传统观念，吸引更多人员积极、自愿

入住敬老院等集中供养机构。同时积极利用现代化、短视频等自

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周边村民及其家属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报

道，创新宣传形式，增加社会公众对集中供养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二是加强特困人员的排查力度。首先，建议县、各乡镇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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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实行辖区分包制，对所分包的辖区的人员进行逐一排查督

导，做到“到户到人”。其次，建议各乡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再次，建议县、各乡镇民政部门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台账，

利用信息化平台对重点人群进行实时跟进。最后，建议县、乡民

政部门整合各类政策、资金、项目等资源，拓展常态化救助帮扶

范围，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弱”群体，可建立政府救助

与慈善救扶有效衔接机制，依托慈善组织为困难群体提供救助帮

扶，建立“网格化+大数据+常态化”的摸排救助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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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农村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绩效
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

按照中牟县财政局工作部署，安策绩效大数据有限公司受托开展

2021 年度中牟县农村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现

将主要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特困人员是困难群众中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保障特困人

员的基本生活和照料服务是各级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责任。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 号），明确指出“保

障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编密织牢民生

安全网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

义，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台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通

知》（豫政〔2016〕79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印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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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供养细则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郑政文

〔2017〕108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提出将符合条件

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实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中牟县贯彻落实郑州市要求，明

确要建立起城乡统筹、政策衔接、运行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2021 年度，中牟县财政局

安排预算资金 480万元，用以购买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提供

特困人员在日常生活、住院期间的照料护理服务，提高特困人员

的生活质量。

2.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

（1）特困供养对象及形式

特困供养救助对象主要包括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

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

义务人无履行义务的能力。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内为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支持具

备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分散供养，优先安排部分或完全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入住供养服务机构。其中，集中供养人

员本人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

服务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分散供养人员经本人

同意，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委托其亲友或村（居）民

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

住院陪护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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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完成情况

2021年，中牟县民政局计划供养特困人员 1450人，实际供

养特困人员 1050人1，完成率为 72.41%，其中分散供养 895人，

人员占比 85.24%；集中供养 155人，集中供养率为 14.76%，集

中供养率总体较低。具体供养实施情况详见表 1-1。
表1-1 2021年中牟县特困供养人员分布明细

单位：人次

序

号
乡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集

中
分散 小计

集

中
分散 小计

集

中
分散 小计

集

中
分散 小计

1 韩寺镇 20 207 227 18 206 224 18 214 232 25 213 238
2 黄店镇 48 429 477 50 421 471 52 436 488 54 429 483

3
狼成岗

镇
7 246 253 9 254 263 21 237 258 32 236 268

4 官渡镇 39 299 338 39 300 339 39 315 354 39 326 365
5 大孟镇 99 172 271 99 171 270 102 174 276 102 171 273

6
雁鸣湖

镇
30 288 318 30 289 319 29 290 319 31 282 313

7 姚家镇 75 274 349 72 277 349 72 285 357 71 283 354
8 刁家乡 48 503 551 48 492 540 42 490 532 48 494 542
9 郑庵镇 12 54 66 12 54 66 9 57 66 6 62 68
10 刘集镇 21 0 21 21 54 75 21 81 102 20 81 101
11 万滩镇 16 30 46 15 30 45 19 26 45 23 24 47

12
青年路

办事处
0 21 21 0 26 26 0 31 31 0 33 33

13
东风路

办事处
6 15 21 6 14 20 6 15 21 6 15 21

14
广惠路

办事处
0 30 30 0 30 30 0 33 33 0 30 30

合计 421 2568 2989 419 2618 3037 430 2684 3114 457 2679 3136

1 该数据为 2021年 12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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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1.照料护理补贴标准

根据《实施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照料护

理补贴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分三档制定，根据中牟县最低工资标准（1900 元）的 10%、

25%和 60%确定，分别是 190元、475元、1140元。

2.预算资金到位与支出情况

2021 年度，中牟县特困供养护理补贴预算安排资金 480 万

元，全部来源于县级财政。根据各乡镇上报人数需补贴情况，中

牟县民政局申请支付资金 352.26 万元，申请资金已全部由财政

部门落实至民政局。根据各乡镇提供数据，2021 年度实际支出

资金 300.4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30%。

表1-2 2021年中牟县各乡镇特困供养人员照料补贴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乡镇

（街道办

事处）

集中供养人员护理补贴 分散供养人员护理补贴 总计

到位

资金

实际

支出

资金

预算执

行率

到位

资金

实际支

出资金

预算执

行率

到位

资金

实际

支出

资金

预算执

行率

韩寺镇 2.185 1.510 69.11% 24.111 19.836 82.27% 26.296 21.346 81.18%

黄店镇 10.013 4.812 48.06% 49.039 49.390 100.72% 59.052 54.202 91.79%

狼成岗镇 1.653 0 0% 32.813 32.813 100.00% 34.466 32.813 95.20%

官渡镇 3.306 2.479 74.97% 33.469 21.974 65.65% 36.775 24.452 66.49%

大孟镇 12.825 9.534 74.34% 24.909 24.909 100.00% 37.734 34.443 91.28%

雁鸣湖镇 2.280 2.072 90.88% 23.722 23.722 100.00% 26.002 25.794 99.20%

姚家镇 6.137 0 0% 32.205 29.519 91.66% 38.342 29.519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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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街道办

事处）

集中供养人员护理补贴 分散供养人员护理补贴 总计

到位

资金

实际

支出

资金

预算执

行率

到位

资金

实际支

出资金

预算执

行率

到位

资金

实际

支出

资金

预算执

行率

刁家乡 8.398 4.179 49.76% 54.730 49.904 91.18% 63.128 54.083 85.67%

郑庵镇 0.912 0 0% 6.137 5.567 90.71% 7.049 5.567 78.98%

刘集镇 2.622 0 0% 5.558 4.190 75.38% 8.180 4.190 51.22%

万滩镇 1.729 1.200 69.40% 2.432 2.252 92.58% 4.161 3.452 82.95%

青年路办

事处
— — — 3.724 3.724 100.00% 3.724 3.724 100%

东风路办

事处
0.456 0 0% 2.280 2.280 100.00% 2.736 2.280 83.33%

广惠路办

事处
— — — 4.617 4.617 100.00% 4.617 4.617 100%

合计 52.516 25.786 49.10% 299.744 274.694 91.64% 352.26 300.48 85.30%

（四）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管理机构

中牟县民政局：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统筹管理项目的整体实施，负责特困人员的审批工作及补助各乡

镇补助资金的申请拨付工作；

中牟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

特困人员的申请、审核上报供养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

特困人员申请受理、民主评议、公示、上报和日常生活照料工作；

特困供养机构：负责辖区集中供养人员的照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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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管理流程

该项目组织管理流程主要包括申请救助人书面申请-乡镇审

核-县级审批-终止四个环节。其中，①申请：申请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

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

代为提出申请。②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

的申请材料等进行调查核实，并对核实结果进行公示。③审批：

县级民政部门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

材料和审核意见，并进行随机首查。④终止：特困人员符合一定

条件及时终止救助供养。具体项目管理流程图详见图 1-1。

图 1-1项目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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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管理流程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每月向中牟县民政局提交当月补助发

放明细表，由县民政局汇总后向县财政局申请资金，县级财政部

门负责拨付。集中供养的，县级民政部门拨付到乡镇财政所，再

由集中供养机构去乡镇财政所进行报账。分散供养的，县级民政

部门拨付到乡镇财政所，按照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用于支付服务

费用。具体资金管理流程详见图 1-2：

图 1-2项目资金管理流程图

（五）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努力构建标准科学、对象准确、待遇公正、进出有序的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政策，不断提高救助供养制度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切实维护特困群众基本生活和权益。加大资金投入，实现应保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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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困难群众

救助保障水平，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县特困人员的照料护

理问题。

2.年度绩效目标

评价组结合 2021年度中牟县特困供养护理补贴项目实施内

容，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进行了全面梳理。具体年度绩效目标如

表 1-3所示：

表 1-3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产出数量

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完成率 100%

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 100%

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 100%

供养协议签订完成率 100%

产出质量
受益对象条件符合率 100%

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足额率 100%

产出时效 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特困人员救助增长率 ≥0%

特困人员死亡减少率 ≥0%

投诉事件发生情况 0

可持续影响
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 100%

社会力量参与情况 参与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对中牟县特困人员护理补贴资金投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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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其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进行全过程

评价，综合考察资金目标设置合理性、投入管理规范性、过程管

理有效性以及产出、效益实现程度，对中牟县特困人员护理补贴

项目资金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评价，

了解项目资金在项目管理、组织实施和资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难

点、问题与不足，为优化项目管理、提升财政资金管理及使用的

科学性与规范性，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1年度中牟县特困人员护理补贴资

金共计 480万元。评价范围包括中牟县民政局、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民政所、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

（二）绩效评价方法与原则

1.绩效评价原则与方法

本次评价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始终遵

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公开透明的评价原则，综合运用文献分

析法、调查分析法、专家咨询与论证等方法，根据设定的绩效目

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

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评

价。主要包括：

一是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鉴别、整理相关文献和制度文

件，了解项目背景和历史开展情况。二是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

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预期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估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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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预期实现程度。三是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绩效目标和预期实

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

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绩

效目标和评价思路，按照逻辑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优化。

分别从项目立项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对中牟县 2021年度特困供养护理补贴资金使用效

益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评价组通过基础复核、数据分

析等形式采集有关数据，以具有代表性与广泛性的数据信息支撑

指标体系评分，实现客观、科学的综合评价。

其中决策、过程类指标为共性指标，参照《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预财效〔2020〕10 号）共性指标框

架进行设计。产出和效益类指标为个性指标，依据此次评价的主

要内容，有针对性地设计三级指标，综合分析中牟县 2021年度

特困供养护理补贴产出及综合效益实现情况。

3.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 4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

标、30 个三级指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政策文件、项目绩效

目标申报表、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基础数据表等。

一是决策类指标：权重分 15分，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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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资金投入 3 个方面加以考察。二是过程类指标：权重分 30

分，主要从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三是项目产

出类指标：权重分 33分，主要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

效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四是项目效益类指标：权重分 22分，主

要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两个维度加以考察。指标体系框架详

见表 2-1，具体指标体系详见附件一。

表 2-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分表

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决策

（15）

A1项目立项

（4）

A10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00 100.00%

A102立项程序规范性 2 2.00 100.00%

A2项目目标

（5）

A201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00 100.00%

A202绩效指标明确性 3 2.00 66.67%

A3资金投入

（6）

A301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00 100.00%

A302补贴标准制定合理性 3 3.00 100.00%

B过程

（30）

B1资金管理

（15）

B101资金到位率 3 3.00 100.00%

B102预算执行率 4 3.41 85.30%

B10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00 100.00%

B104资金支出合规性 3 3.00 100.00%

B105监督管理有效性 3 0.00 0.00%

B2组织实施

（15）

B201组织分工明确性 2 2.00 100.00%

B20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规范性 2 2.00 100.00%

B203特困人员救助审核审批规范性 2 2.00 100.00%

B20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终止规范性 2 2.00 100.00%

B205自理能力评估规范性 2 2.00 100.00%

B206档案管理规范性 2 0.00 0.00%

B207供养服务机构管理规范性 3 1.33 44.44%

C产出 C1产出数量 C101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完成率 6 4.34 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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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33） （18） C102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 4 4.00 100.00%

C103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 4 2.90 72.41%

C104供养协议签订完成率 4 4.00 100.00%

C2产出质量

（10）

C201受益对象条件符合率 5 5.00 100.00%

C202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足额率 5 3.52 70.38%

C3产出时效

（5）

C301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发放及时

率
5 3.33 66.67%

D效益

（22）

D1社会效益

(14)

D101特困人员救助增长率 5 5.00 100.00%

D102特困人员死亡减少率 5 4.02 80.40%

D103投诉事件发生情况 4 4.00 100.00%

D2可持续影

响（8）

D201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 4 4.00 100.00%

D104社会力量参与情况 4 3.00 75.00%

合计 100 83.85 83.85%

4.绩效评价结果确定

根据《郑州市市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绩效

评价结果实行百分制和四级分类，分别是：90—100分为优、80

—89分为良、60—79分为中、0—59分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项目评价程序共包括前期准备、评价实施、报告撰写三

个阶段，评价时间为 2022年 8月 8日至 2022年 9月 16日，各

阶段工内容及时间安排如下：

一是前期准备（2022年 8月 8日-8月 12日）。成立绩效评

价小组，搜集项目资料，全面了解项目基本情况。设计评价指标

体系。二是评价实施（2022年 8月 12日-9月 9日）。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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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填报与复核：基础数据表由中牟县民政局及抽取的乡镇民政

所、集中供养机构填写，评价组对基础数据表与相关材料的一致

性、真实性等进行复核；三是形成结论及报告撰写（2022 年 9

月 10日-9月 16日）。依据设定的评分规则对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总结经验、分析不足，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

改进建议。结合相关方意见对评价报告修改完善，形成定稿提交。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总体评价结论

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结合评价组实

地调研情况分析，2021 年度中牟县特困人员护理补贴资金项目

总体得分为 83.85分。评价等级为“良”。各一级指标得分情况

见表 3-1：

表 3-1 绩效评价指标综合得分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5.00 14.00 93.33%

项目过程 30.00 22.74 75.80%

项目产出 33.00 27.09 82.10%

项目效益 22.00 20.02 91.00%

合计 100.00 83.85 83.85%

（二）主要绩效

总体来看，中牟县 2021年度特困供养护理补贴资金项目实

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

程序规范、绩效目标设置相对科学合理。项目管理方面，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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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相对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

请、审核审批较为规范。项目产出方面，项目完成情况总体较好，

特困供养基本生活覆盖的补贴人数共 1050人、特困救助人员覆

盖率达 100%，受益对象条件符合率达 100%。项目效益方面，

通过项目实施，特困人员救助数量呈增长趋势，补贴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较为健全。

但项目决策方面，项目预期目标总体不够清晰可衡量；项目

过程方面，预算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较低，2021 年预算安

排资金 480万元，申请资金 352.26万元，到位资金 352.26万元，

到位率为 100%，实际支出资金 300.4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30%。财务监控有效性不足，档案管理不够规范，供养服务机

构的管理规范性有待提高；项目产出方面，补助资金发放未达到

年度计划值，资金发放足额率、及时率有待提高；项目效益方面，

特困人员死亡率较上年有所增加，社会力量参与度有待加强。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决策类指标包括 3 个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15

分，共计得分 14，得分率为 93.33%。主要扣分指标为绩效目标

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各指标得分情况详见表 4-1：

表 4-1决策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1项目立项 4.00 4.00 100.00%

A101立项依据充分性 2.00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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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102立项程序规范性 2.00 2.00 100.00%

A2项目目标 5.00 4.00 80.00%

A201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2.00 100.00%

A202绩效目标明确性 3.00 2.00 66.67%

A3资金投入 6.00 6.00 100.00%

A301预算编制科学性 3.00 3.00 100.00%

A302补贴标准制定合理性 3.00 3.00 100.00%

合计 15.00 14.00 93.33%

项目立项程序规范。项目立项申请程序符合规定、相关资料

齐全，经过事前可行性研究及评审、论证等必要程序。但绩效指

标不够明确，部分指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难以明确衡量。例如，

时效指标“发放及时性”指标值为及时，社会效益指标“提升困

难群体的生活质量”指标值为提升，目标设定较为模糊.

（二）项目过程情况

过程类指标包括 2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30

分，共计得分 22.74，得分率为 75.80%。主要扣分指标为预算执

行率、监督管理有效性、供养服务机构管理规范性、档案管理规

范性。各指标得分情况详见表 4-2：

表 4-2过程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1资金管理 15.00 11.41 76.07%

B101资金到位率 3.00 3.00 100.00%

B102预算执行率 4.00 3.41 85.30%

B10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00 2.00 100.00%

B104资金支出合规性 3.00 3.00 100.00%

B105监督管理有效性 3.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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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2组织实施 15.00 11.33 75.53%

B201组织分工明确性 2.00 2.00 100.00%

B20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申请规范性 2.00 2.00 100.00%

B203特困人员救助审核审批规范性 2.00 2.00 100.00%

B20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终止规范性 2.00 2.00 100.00%

B205自理能力评估规范性 2.00 2.00 100.00%

B206档案管理规范性 2.00 0.00 0.00%

B207供养服务机构管理规范性 3.00 1.33 44.44%

合计 30.00 22.74 75.80%

项目实施流程过程较为规范，特困人员的申请、审批、终止、

自理能力评估等工作开展较为规范。项目管理制度与财务管理制

度较为健全，制度执行规范有效。但该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相对

较低，2021年度预算安排资金 480.00万元，实际申请资金 480.00

万元，到位率 100%，实际支出资金 300.4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0.30%。档案管理规范性有待提高，例如姚家镇的特困人员档案

中部分人员无申请人家庭困难核查情况、无县级民政部分审批意

见，刁家乡部分入户人员调查表无乡、村、组及调查人员意见；

供养服务机构管理规范性有待提升，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比例配

比低于政策要求的 1:10、1:4、1:1.5配备比例，如刁家乡敬老院

护理人员应配备 5人，实际配备 3人、大孟镇敬老院护理人员应

配备 6人，实际配备 4人，部分供养服务机构未开展系统培训、

未制定服务标准体系。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类指标包括 3 个二级指标、7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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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计得分 27.09，得分率为 82.10%。主要扣分指标为特困供

养照料补贴发放完成率、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特困供养照料补

贴发放足额率、特困供养照料补贴资金发放及时率。指标得分情

况详见表 4-3：

表 4-3产出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1产出数量 18.00 15.24 84.67%

C101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完成率 6.00 4.34 72.41%

C102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 4.00 4.00 100.00%

C103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 4.00 2.90 72.41%

C104供养协议签订完成率 4.00 4.00 100.00%

C2产出质量 10.00 8.52 85.20%

C201受益对象条件符合率 5.00 5.00 100.00%

C202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足额率 5.00 3.52 70.38%

C3产出时效 5.00 3.33 66.67%

C301特困人员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 5.00 3.33 66.67%

合计 33.00 27.09 82.10%

2021 年度，中牟县特困供养护理补贴资金项目产出总体较

好。特困供养护理补贴覆盖补贴人数共 1050人、特困救助人员

覆盖率、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供养协议签订完成率、受益对象

条件符合率均达到 100%。但特困人员补助资金发放落实不到位，

2021年度，姚家镇仅支付 1-9月分散人员照料补贴，10-12月未

支出；特困供养照料补贴发放人数、自理能力评估人数未达到年

度计划值。

（四）项目效益情况

效益类指标包括 2 个二级指标、5 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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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计得分 20.02，得分率为 91.00%。主要扣分指标为特困人

员死亡减少率、社会力量参与情况。各指标得分情况详见表 4-4：

表 4-4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D1社会效益 14.00 13.02 93.00%

D101特困人员救助增长率 5.00 5.00 100.00%

D102特困人员死亡减少率 5.00 4.02 80.40%

D103投诉事件发生情况 4.00 4.00 100.00%

D2可持续影响 8.00 7.00 87.50%

D201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 4.00 4.00 100.00%

D202社会力量参与情况 4.00 3.00 75.00%

合计 22.00 20.02 91.00%

该项目在 2021年度项目整体效益较好。特困人员救助人数

较上年有所增加，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较为完善，建立有补贴

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也积极参与特困人员救助工作，本年度未发生相关投诉事

件。但 2021年度，特困人员死亡率减少率有待提高，2021年度

特困人员死亡率为 3.92%。

五、主要成绩及经验做法

（一）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实现特困人员“应救尽救，应

养尽养”

中牟县各级部门分工明确，村（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辖区

居民生活情况的摸排，发现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人员，

告知其救助供养政策，对因无民事行为能力等无法自主申请的，

主动帮助其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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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内特困人员的审核、上报、供养工作；县级民政部门负

责审查各乡镇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并进行抽查走访予以

审批。形成了良好的特困人员管理工作流程，做到早发现、早介

入、早救助，实现困难群众“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二）社会力量参与特困人员救助工作，增强社会救助新效

能

2021年，中牟县民政局积极引导搭建起政府政策引导支持、

社会组织专业精细服务、社会力量聚力参与的综合服务体系。社

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纷纷参与到特困人员救

助工作中，如大孟镇开展爱心活动，为敬老院特困人员发放鸿星

尔克运动鞋；刁家乡链接慈善部门为特困人员发放棉衣；姚家镇

组织开展文艺慰问演出。同时刁家乡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行结

合，由社工对特困人员家庭状况开展调查评估及自理能力评估工

作，系统地整理、归纳社区资源和困难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和个

性化的服务需求，逐步推进政府、社会力量形成社会救助合力，

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打造社会救助的新体系。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资金使用监管机制不健全，补贴资金发放落实不到位

一是部分乡镇分散供养人员补贴资金落实不到位。根据《实

施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分散供养人员的照料

护理补贴资金由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委托照料服务协议，用于支付

服务费用。目前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资金由县民政局每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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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上报的数据资料汇总后向县财政进行资金申请，并每月将

县财政拨付的资金拨付给各乡镇。通过各乡镇资金明细来看，部

分乡镇分散人员护理补贴拨付较为滞后。如姚家镇在每月收到补

贴资金后，未按月进行发放，而是按照季度进行发放分散人员的

护理补贴，即 2021年 1月支付上年 10-12月分散人员护理补贴，

4 月支付本年度 1-3 月分散人员护理补贴，7 月支付本年度 4-6

月分散人员护理补贴，以此类推。补助发放时限滞后，财政资金

滞留民政所账户时间较长，补贴资金落实不到位。

二是部分乡镇集中供养人员补贴资金存在结余。根据《实施

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集中供养人员的照料护

理补贴资金统一用于供养服务机构照料护理开支。目前，集中供

养人员的照料补贴发放形式为各供养服务机构根据当月的实际

照料开支进行报账。根据各乡镇及其辖区供养服务机构所提供的

支出明细，补助资金存在结余。如大孟镇敬老院的护理补助资金

用于支付护理人员的费用，2021年全年到位 12.825万元，支出

9.534万元，结余 3.291万元，占比 25.66%；姚家镇敬老院 2021

年全年到位 6.137万元，支出 0元，结余 6.137万元，占比 100%；

刁家乡本年度到位 8.3980万元，支出 4.17919万元，结余 4.21881

万元，占比 50.24%。普遍出现补助资金结余情况，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

表 6-1 各乡镇 2021年集中供养人员照料补贴结余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 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占比

1 韩寺镇 2.185 1.510 0.675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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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 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结余资金 结余资金占比

2 黄店镇 10.013 4.812 5.201 51.94%

3 狼成岗镇 1.653 0.000 1.653 100.00%

4 官渡镇 3.306 2.479 0.828 25.03%

5 大孟镇 12.825 9.534 3.291 25.66%

6 雁鸣湖镇 2.280 2.072 0.208 9.12%

7 姚家镇 6.137 0.000 6.137 100.00%

8 刁家乡 8.398 4.179 4.219 50.24%

9 郑庵镇 0.912 0.000 0.912 100.00%

10 刘集镇 2.622 0.000 2.622 100.00%

11 万滩镇 1.729 1.200 0.529 30.60%

12 东风路办事处 0.456 0.000 0.456 100.00%

合计 52.516 25.786 26.730 50.90%

三是县民政局对于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缺乏监管。根据《实施

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民政、财政、审计等有

关部门要加强对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截至目前，中牟县民政局仅制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每月根据各乡镇所上报的信息进行资金申请与拨付，由各乡镇具

体执行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截至评价期结束，暂未获取中牟县

民政局对于每月拨付至各乡镇补贴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跟踪

监控的相关材料。

四是绩效目标设置不够规范。绩效目标管理是预算绩效管理

的关键起点。绩效目标设置应从数量、质量、成本、时效以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等方面细化

为具体指标，相关指标设置全面、完整。但评价组通过对项目绩

效目标申报表进行分析发现，部分指标设计不够科学合理，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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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衡量。例如，时效指标“发放及时性”指标值为及时，社会

效益指标“提升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指标值为提升，目标设定

较为模糊。

（二）项目实施过程不够精细，供养服务机构管理不规范

一是护理人员配备数量低于规定标准。根据《实施细则》（郑

政文〔2017〕108号）规定，供养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对象人数

和照料护理需求配备护理人员，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一般按照不

低于 1:10、1:4、1:1.5的比例配备，为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提供护理服

务。但在抽取的三个乡镇中，仅姚家镇的供养机构护理员适量满

足文件要求，刁家乡敬老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5人，实际配备 3人、

大孟镇敬老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6人，实际配备 4人。部分集中供

养机构护理人员配备情况详见表 6-2。

表 6-2 护理人员配备详情表

序号 名称
自理能力评估等级 实际配备护

理人员数量

应配备护理

人员数量
配备完成率

一级 二级 三级

1 姚家镇敬老院 0 1 22 8 3 266.67%

2 大孟镇敬老院 1 11 22 4 6 66.67%

3 刁家乡敬老院 3 7 7 3 5 60.00%

二是部分供养机构缺少对工作人员相关培训。根据《实施细

则》（郑政文〔2017〕108号）规定，供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

进行在岗系统培训，掌握与岗位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在抽查的

三个乡镇中，供养机构均制定有人员培训制度，其中大孟镇敬老

院和姚家镇敬老院开展有人员培训，并存有相关培训记录，但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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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评价期结束未获取到刁家乡敬老院的相关培训材料。

三是部分供养机构未制定服务标准体系。根据《实施细则》

（郑政文〔2017〕108号）规定，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依

法办理法人登记，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体系。在抽

查的三家敬老院中，仅有大孟镇一家制定有供养机构服务标准体

系，其余两家均未按照制度要求制定服务标准体系。

四是部分乡镇档案管理不够规范。根据《实施细则》（郑政

文〔2017〕108号）要求，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特困人员档案管理，按照“一人一档

案一协议”要求，建立健全特困供养人员档案。通过查阅抽取乡

镇所提供的相关档案发现，部分乡镇的档案管理不够规范，部分

材料关键要素缺失。例如姚家镇的特困人员档案中部分人员无申

请人家庭困难核查情况、无县级民政部分审批意见；刁家乡部分

入户人员调查表无乡、村、组及调查人员意见。

（三）集中供养比率较低，补贴资金产出效益较弱

一是集中供养比率相对较低。目前中牟县特困供养对象以分

散供养为主，截至 2021年 12月，已纳入保障范围的特困人员共

有 1050人，其中分散供养 895人，集中供养 155人，集中供养

人员占比仅为 14.76%，集中供养率总体较低。

二是资金产出效益较弱。一方面是年度特困人员救助人数未

达到计划值，2021年度计划救助特困人员为 1450人，实际救助

特困人员为 1050人，完成率为 72.41%；另一方面是特困人员死

亡率较上年增加，2020年特困人员死亡人数为 51人，2021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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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员死亡人数为 53 人，特困人员死亡增长率为 3.92%，死亡

率较上年呈增长趋势，补贴资金发挥的效益较弱。

七、有关建议

（一）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流程，落实资金监管工作

一是完善资金管理办法，规范特困供养人员补助发放流程。

建议中牟县民政局根据现有政策标准制定针对性的资金管理办

法，规范全县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资金拨付流程、时限等。

对于分散供养人员，建议每月进行护理补贴的发放；对于集中供

养人员，可由集中供养机构根据本机构的特困人员人数、自理能

力等情况合理安排护理工作，并于次月初进行上月的护理费用报

销工作。

二是建立资金跟踪台账，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建议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民政部门每月、每季度向县民政局上报当期的补贴资

金发放进度情况，县民政对于发放滞后的乡镇进行及时督促，确

保救助资金及时发放，避免出现因特困补助资金下拨缓慢影响特

困人员生产生活等不良现象。积极妥善解决特困补助资金发放过

程中的困难与问题，推动特困补助资金按规定时点发放，合理规

划财政资金支出进度，使困难群众能及时、足额得到救助。

三是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建议县民政局在预算申报阶段，重

视绩效目标填报工作，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可结合实

际，将内容细分为集中供养人员补贴和分散供养人员补贴，从产

出上分为补贴发放人数完成率、补贴发放金额完成率、补贴发放

及时率、人员审核审批及时率等，从效益上分为救助人员增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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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救助人员死亡情况、救助人员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救助人员

面满意度等，同时将目标量化为具体绩效指标，聚焦项目核心效

益设置可衡量的效益指标，找准服务对象，科学设计满意度指标。

（二）加强项目规范化管理，提高护理人员服务水平

一是合理配备护理人员。首先，根据政策要求合理配备护理

人员。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一般按照不低于 1:10、1:4、1:1.5的

比例配备，为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困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其次，可与社会非营

利机构进行合作。加大护理人员的招聘力度和招聘范围，使尽可

能多条件匹配的未就业人员知晓该岗位空缺需求。同时可以引入

兼职护理人员或志愿者的形式，使更多有护理专业知识的青壮年

人才到特困供养机构工作。

二是加大供养机构护理人员培训力度。建议各供养机构严格

落实培训制度，提升机构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在培训形式上，

可以根据机构内的实际工作安排，利用早晚会、餐前等碎片时间

进行；在培训内容上，可通过视频教学、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形式，对特困人员的相关政策文件、不同群体的护理方式等内容

进行讲解，也可以根据机构内的特定人员的特殊情况进行相对应

的专项护理培训等，进一步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县民

政局也可举行各乡镇供养机构的交流学习活动，打造县级的特困

供养机构互动平台。

三是健全供养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建议县民政局落实《实施

细则》（郑政文〔2017〕108号）要求，对辖区的供养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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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管理，整合辖区供养机构相关制度体系，制定县级层面供

养机构服务标准体系，并发放至辖区各乡镇供养机构，要求供养

机构参照执行，规范管理辖区内所有供养机构。

四是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首先，县、各乡镇民政部门建立

完善的管理标准、管理流程和定期检查制度、明确档案工作职责

和任务分工。其次，做好工作交替时的衔接过渡，档案等重要资

料的对接具体到人，交接过程留痕处理，完善档案交接制度。再

次，强化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对档案的科学管理。创新档

案管理方法，积极引入新型管理手段。在基于计算机广泛应用的

前提下，不断提高档案电子化及自动化管理水平，提供更加便捷、

规范、有效的档案管理服务。

（三）加强特困人员排查力度，创新集中供养宣传管理模式

一是创新集中供养机构管理模式。适度丰富集中供养机构的

文化娱乐活动，增强集中供养机构的吸引力。例如，通过各类活

动的开展，让周边村民能够走进敬老院，让村民充分了解敬老院

的卫生条件、丰富多彩的娱乐互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以逐

渐扭转分散供养人员原有的传统观念，吸引更多人员积极、自愿

入住敬老院等集中供养机构，提高入住率。同时积极利用现代化、

短视频等自媒体的传播方式，以周边村民及其家属喜闻乐见的形

式宣传报道，创新宣传形式，增加社会公众对集中供养的认可度

和满意度。

二是加强特困人员的排查力度。首先，建议县、各乡镇民政

部门实行辖区分包制，对所分包的辖区人员进行逐一排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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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到户到人”。其次，建议各乡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有效

利用广播、宣传单、板报、自媒体等多种形式，积极宣讲新的社

会救助政策和救助标准。再次，建议县、各乡镇民政部门建立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台账，利用信息化平台对重点人群进行实时跟

进。最后，建议县、乡民政部门整合各类政策、资金、项目等资

源，拓展常态化救助帮扶范围，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弱”

群体，可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扶有效衔接机制，依托慈善组织

为困难群体提供救助帮扶，建立“网格化+大数据+常态化”的摸

排救助工作模式。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分表

主评人：

评价机构：安策绩效大数据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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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A
决策

（15）

A1
项目

立项

（4）

A101
立项

依据

充分

性

2

项目立项是

否符合法律

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

以及部门职

责，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

况。

充分
通用

标准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

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符合

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

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

需；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

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

目不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

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以上要素各占 20%权重分，

符合得分，否则不得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

①该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

民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以

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②

项目立项符合河南省国民经济

“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通知》《郑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③项目立项与中牟县民

政局等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属于公共

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

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目

立项不与中牟县相关部门同类项

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依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的满分权重

分。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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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A102
立项

程序

规范

性

2

各专项项目

申请、设立过

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

核各专项项

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②项目立项审批文

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③

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

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集体决策；以上

要素各占 1/3权重分，符合

得分，否则不得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提供的资料：

①该项目属于民生所需，根据《郑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特

困人员供养细则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郑政文〔2017〕108号）

要求设立，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

申请设立；②项目立项审批文件、

材料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已经

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2.00 100.00%

A2
项目

目标

（5）

A201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2

项目所设定

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用

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

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

情况。

合理
通用

标准

①项目设立有绩效目标；②

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

内容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

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

常的业绩水平；④与预算确

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以上要素各占 25%
权重分，符合得分，否则不

得分。

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申报表：①

该项目设立有绩效目标；②项目

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

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

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④与预

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

匹配。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满分。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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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A202
绩效

指标

明确

性

3

依据绩效目

标设定的绩

效指标是否

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

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

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明确
通用

标准

①该项目将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能够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

划数相对应。

以上要素各占 1/3权重分，

符合得分，否则不得分。

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①该项目

能够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绩效指标；②部分指标设计不

够科学合理，难以明确衡量。例

如，时效指标“发放及时性”指

标值为及时，社会效益指标“提

升困难群体的生活质量”指标值

为提升，目标设定较为模糊，扣

除 1/3 权重分；③绩效指标与工

作计划中的任务数对应。依据评

分标准，该指标得 2/3权重分。

2.00 66.67%

A3
资金

投入

（6）

A301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

3

项目预算编

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资

金额度与年

度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科学
通用

标准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

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

分，按照标准编制；④预算

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以上

要素各占 1/4权重分，符合

得分，否则不得分。

依据相关预算编制材料：①2021
年计划补贴人员 1450人，根据历

年发放人数进行估算，得 25%权

重分；②该项目预算内容与项目

内容匹配；③该项目预算额度测

算依据充分、明晰，按照受补助

人数，补贴标准，确定预算金额；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依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得满分。

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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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A302
补贴

标准

制定

合理

性

3

考察补贴标

准的制定是

否符合省、市

相关政策

合理
通用

标准

补贴标准符合《郑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人员

救助供养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郑政文〔2017〕108
号）中规定的：照料护理标

准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

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

能力分三档制定，分别不低

于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10%、25%、60%确定，

集中供养对象标准可适当

提高。符合得分，否则不得

分。

依据相关资料，①中牟县特困人

员救助符合《郑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郑政文

〔2017〕108 号）要求；②中牟

县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具有生活自

理能力、部分和完全丧失生活自

理能力分三档制定，分别不低于

当年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

25%、60%确定，集中供养对象

标准可适当提高。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3.00 100.00%

B1
资金

管理

（15）

B101
资金

到位

率

3

实际到位资

金与预算资

金的比率，以

及及时到位

资金与应到

位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资金

落实情况。

100% 计划

标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

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本年的中牟

县财政局落实到县民政的

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

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

具体项目的资金。

到位率≦100%，且未对项

目开展造成不良影响，得分

等于指标分值*资金到位

率；到位率﹤100%，且对

项目开展造成不良影响，得

分等于 0。

根据相关资料，中牟县 2021年度

特困供养护理补贴预算安排资金

480 万元，根据各乡镇上报人数

需补贴情况，中牟县民政局申请

支付资金 352.26万元，到位资金

352.26 万元，到位率为 100%，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满分权

重分。

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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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B
过程

（30）

B102
预算

执行

率

4

项目预算资

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用

以反映或考

核项目预算

执行情况。

100% 计划

标准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

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

实际支出的资金，集中供养

的，为照料补贴资金用于供

养服务机构照料护理的实

际开支；分散供养的，为照

料补贴按照协议内容进行

拨付的实际开支。

得分等于指标分值*预算执

行率。以上要素符合得相应

权重分，满分为止。

根据相关资料，中牟县 2021年
度特困供养护理补贴到位资金

352.26 万元，县民政落实至各

乡镇资金 352.26万元，各乡镇

实际支出资金 300.48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85.30%，根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得 85.30%权重分。

3.41 85.30%

B103
财务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2

考察财政部

门和主管部

门围绕专项

资金是否制

定健全的资

金管理办法

健全
通用

标准

①中牟县民政局制定有明

确的资金管理办法；

②资金管理办法中对于资

金使用及支持方式、资金申

报与评审、资金拨付、资金

监督与检查等内容有明确

规定；

以上要素各占 1/2权重分，

符合得分，反之不得分。

依据相关资料，①中牟县民政局

参照执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郑州市特困人员供养细则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郑政文

〔2017〕108 号）中资金管理要

求，并制定有《中牟县民政局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②资金

管理办法中对于资金使用及支持

方式、资金申报与评审、资金拨

付、资金监督与检查等内容有明

确规定。依据评分标准，该指标

得满分。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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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B104
资金

支出

合规

性

3

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

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

资金的规范

运行情况。

合规
通用

标准

①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

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各级

民政部门及供养机构的项

目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或合同规定的用途；④不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

支出等情况。

以上要素各占 1/4权重分，

符合得分，反之不得分，如

缺失要素④该指标不得分。

依据该项目资金支出情况，2021
年度，①各项资金支出符合国家

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资金管理办法规定；②资金的

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

合同规定的用途的情况；④不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依据评分标准，该指标

得满分权重分。

3.00 100.00%

B105
监督

管理

有效

性

3

项目主管部

门及项目实

施单位是否

为保障资金

的安全、规范

运行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

控措施，用以

反映和考核

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

行的控制情

况。

有效
通用

标准

①中牟县民政局已制定或

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②中牟县民政局采取了相

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

控措施或手段。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否则不得分。

依据相关资料，①中牟县民政局

未制定相应的监控机制；②中牟

县民政局未提供相关的财务监控

资料。依据评分标准，该指标不

得分。

0.00 0.00%

B201
组织

分工

明确

2

项目各相关

方的责任分

工是否明确，

用以反映和

明确
通用

标准

①项目实施过程中中牟县

民政局和各乡镇民政部门、

村（居）民委员会、集中供

养机构进行了明确职责划

①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实施细则的通知》（郑政文〔2017〕
108 号）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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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B2
组织

实施

（15）

性 考核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

的保障情况。

分，项目实施中各环节职责

划分清晰；

②各部门职责与自身部门

职能定位相匹配；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否则不得分。

对中牟县民政部门、中牟县财政

部门等进行了明确职责划分，项

目实施中各环节职责划分清晰，

未发现因职责分工影响项目实施

等问题；②各部门职责与自身部

门职能定位相匹配。依据评分标

准，该指标的满分权重分。

B202
特困

人员

救助

供养

申请

规范

性

2

考察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

申请是否规

范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

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

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

出申请；

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

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

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

齐所有规定材料。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反之在抽取样本

中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除

其对应占比的权重分，扣完

为止。

依据相关材料，①中牟县在申请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流程上，由本

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

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委托村（居）

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

请；②中牟县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

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

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

补齐所有规定材料。申请程序较

为规范。依据评分标准，该指标

得满分。

2.00 100.00%

B203
特困

人员

救助

2

考察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

审核及审批

流程是否规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将申请人证明材料在其

所在村（社区）公示 7天，

于 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

依据相关资料，①中牟县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证

明材料在其所在村（社区）公示

7天，于 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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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审核

审批

规范

性

范 意见，报县级民政部门审

批；

②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全面

审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上报的调查材料和审

核意见，并随机抽查核实比

例不低于 30%，于 20个工

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反之在抽取样本

中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除

其对应占比的权重分，扣完

为止。

意见，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②

县级民政部门全面审查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

材料和审核意见，并随机抽查核

实比例为 30%，于 20 个工作日

内作出审批决定。审核审批程序

较为规范。依据评分标准，该指

标得满分。

B204
特困

人员

救助

供养

终止

规范

性

2

考察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

终止是否规

范

规范
通用

标准

特困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及时终止救助供

养：①死亡、被宣告失踪或

者死亡；②经过康复治疗恢

复劳动能力或者年满 16 周

岁且具有劳动能力；③依法

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服

刑；④收入总和不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⑤法定

义务人具有了履行义务能

力或者新增具有履行义务

能力的法定义务人。

符合得满分，反之在抽取样

本中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

除其对应占比的权重分，扣

完为止。

依据相关材料，中牟县在终止对

特困人员的供养上，符合满足终

止供养情形时，会上报至中牟县

民政局，并于次月停止发放救助

补贴。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满分。

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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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B205
自理

能力

评估

规范

性

2

考察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

自理能力评

估程序是否

规范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中牟县民政局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下，开

展特困人员生活自理量力

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机

构；

②运用是否具备自主吃饭、

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

行走，洗澡能力等 6 项指

标，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

力进行评估，确定应当享受

的照料护理标准档次。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反之在抽取样本

中每发现一处不符合，扣除

其对应占比的权重分，扣完

为止。

依据相关材料，①中牟县民政局

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开展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量力评估，也

可委托第三方机构；②运用是否

具备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

如厕，室内行走，洗澡能力等 6
项指标，对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

力进行评估，确定应当享受的照

料护理标准档次。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2.00 100.00%

B206
档案

管理

规范

性

2
考察对特困

人员档案管

理是否规范

规范
通用

标准

中牟县民政局、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

特困人员档案管理，按照

“一人一档案一协议”要

求，建立健全特困供养人员

档案。符合得分，否则不得

分。

依据相关资料，部分乡镇和集中

供养机构档案管理不够规范，部

分材料关键要素缺失。例如姚家

镇的特困人员档案中部分人员无

申请人家庭困难核查情况、无县

级民政部分审批意见；刁家乡部

分入户人员调查表无乡、村、组

及调查人员意见。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不得分。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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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B207
供养

服务

机构

管理

规范

性

3

考察特困供

养服务机构

的管理是否

规范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一

般按照不低于 1:10、1:4、
1:1.5 的比例配备，为有生

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生活自

理能力的特困人员提供护

理服务；

②供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应

当进行在岗系统培训，掌握

与岗位相适应的知识和技

能。

③供养机构制定建立有安

全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体

系。

以上要素各占 1/3权重分，

符合得分，否则不得分。

依据相关资料，①按照相关规定，

护理人员与供养对象应按不低于

1:10、1:4、1:1.5的比例配备，实

际上在抽取的三个乡镇中，如刁

家乡敬老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5
人，实际配备 3人、大孟镇敬老

院护理人员应配备 6人，实际配

备 4人，未达到文件要求配备标

准，扣除 2/9 权重分；②抽取的

三个乡镇供养机构均制定有相关

培训制度，其中姚家镇和大孟镇

供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已开展相关

培训，但刁家乡未提供相关培训

记录，扣除 1/9 权重分；③在抽

取的三个乡镇供养机构中，刁家

乡、姚家镇供养机构未制定供养

机构服务标准体系，扣除 2/9 权

重分；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44.44%权重分。

1.33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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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C
产出

（33）

C1
产出

数量

（18）

C101
特困

供养

照料

补贴

发放

完成

率

6

反映应发的

特困人员补

助资金发放

完成程度

100% 计划

标准

特困人员照料补贴应每月

足额发放。

①集中供养人员照料补贴

发放完成率；

②分散供养人员照料补贴

发放完成率；

补助发放完成率=实际发放

补助人数/计划发放补助人

数*100%；

以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发放完成率等于 100%得满

分，反之得分等于完成率*
权重分。

依据相关资料，2021年计划发放

补贴 1450人，实际发放补助 1050
人，完成率为 72.41%。根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得 72.41%权重分。

4.34 72.41%

C102
特困

救助

人员

覆盖

率

4

反映特困供

养基本生活

补贴人员覆

盖情况

100% 计划

标准

整合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和

城市“三无”人员救助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

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实现

“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切实维护特困人员的基本

生活权益。

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发放

特困供养照料补贴人员数/
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数

*100%。

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达

100%得满分，反之得分等

于完成率*权重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发放特困

供养照料补贴人数为 1050人，县

区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人数为

1050人，特困救助人员覆盖率为

100%。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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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C103
自理

能力

评估

完成

率

4

反映特困救

助人员自理

能力评估完

成尽情况

100% 计划

标准

中牟县民政局在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

民委员会协助下，开展特困

人员生活自立能力评估。

自理能力评估完成率=实际

评估人数 /计划评估人数

*100%，完成率应为 100%。

完成率等于 100%得满分，

反之得分等于完成率*权重

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实际自理

能力评估人数为 1050人，计划评

估特困人员人数为 1450人，自理

能力评估完成率为 72.41%。该指

标得满分权重分。

2.90 72.41%

C104
供养

协议

签订

完成

率

4
反映特困救

助人员与供

养

100% 计划

标准

①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签

订乡镇 (街道办事处)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村 (居)民
委员 会、受委托的代养人

(机构 )和供养对象四方供

(代) 养协议；

②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签
订特困人员本人与乡镇人

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和供

养服务机构供养服务协议。

供养协议签订完成率=实际

签订协议数/特困人员总数

*100%，完成率应为 100%。

完成率等于 100%得满分，

反之得分等于完成率*权重

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签订供养

协议人数为 1050 人，2021 年特

困人员人数为 1050人，供养协议

签订完成率为 100%。该指标得

满分权重分。

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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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C2
产出

质量

（10）

C201
受益

对象

条件

符合

率

5

反映特困供

养照料补贴

受益对象条

件符合程度

100%
计划

标准

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

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

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

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

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应当

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范围。

受益对象条件符合率=符合

条件人数/受补助人数，符

合率达 100%得满分，反之

得分等于符合率*权重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符合条件

人数为 1050 人，2021 年特困人

员人数为 1050人，供养协议签订

完成率为 100%。该指标得满分

权重分。

5.00 100.00%

C202
特困

供养

照料

补贴

发放

足额

率

5

反映特困供

养照料补贴

发放时否足

额

100% 计划

标准

特困人员补助资金发放足

额率=实际发放补助金额/
应发放补助金额。

足额率等于 100%得满分，

反之得分等于足额率*权重

分。

依据相关数据，①分散供养人

员应发放补助 299.744 万元，

实际发放补助 274.694 万元，

发放足额率为 91.64%；②集中

供养人员应发放补助资金

52.516 万元，实际发放补助

25.79 万元，发放足额率为

49.11%。据评分标准，该指标

得 70.38%权重分。

3.52 70.38%

C3
产出

时效

（5）

C301
特困

供养

照料

补贴

资金

发放

及时

5

反映特困供

养照料补贴

发放是否及

时

100% 计划

标准

中牟县民政局按月进行特

困供养照料补贴申请及发

放；符合得满分。反之在抽

取样本中每发现一处不符

合，扣除其对应占比的权重

分，扣完为止。

依据相关资料，特困人员照料补

助资金存在发放不及时的情况，

在抽取的三个乡镇中，姚家镇按

照季度进行补贴拨付，在 2021
年全年，仅支付 1-9 月分散人员

照料补贴，10-12 月未支出。根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66.67 权

重分。

3.3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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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率

D
效益

（22）

D1
社会

效益
(14)

D101
特困

人员

救助

增长

率

5
反映救助特

困人员的增

长程度

≥0% 计划

标准

特困人员救助增长率 =
（2021年救助人数-2020年
救助人数）/2020年救助人

数*100%；救助人员增长率

≥0%，得满分；否则每降

低 1%，扣除 5%权重分，

扣完为止。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救助人数

为 1050 人，2020 年救助人数为

1004人，特困人员救助增长率为

(1050-1004)/1004*100%=4.58%。

该指标得满分权重分。

5.00 100.00%

D102
特困

人员

死亡

减少

率

5

反映特困人

员因贫因病

致死人数下

降情况

≥0% 计划

标准

特困人员死亡率=（（2021
年特困人员死亡人数-2020
年特困人员死亡人数）

/2020年特困人员死亡人数

*100%；

特困人员死亡率≤0%，得

满分；否则每增加 1%，扣

除 5%权重分，扣完为止。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特困人员

死亡人数为 53 人，2020 年特困

人员死亡人数为 51人，特困人员

死 亡 增 加 率 为 （ 53-51 ）

/51*100%=3.92% 。 该 指 标 得

80.4%权重分。

4.02 80.40%

D103
投诉

事件

发生

情况

4

反映社会公

众对特困补

贴项目的投

诉情况

0 计划

标准

2021 年未发生人民群众针

对特困补贴认定条件、审批

流程、供养机构等相关主体

的投诉事件，得满分，反之

不得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基础数据表：2021年未发生人

民群众针对特困补贴认定条件、

审批流程、供养机构等相关主体

的投诉事件，得满分

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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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标杆

值

评分

依据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得分率

D2
可持

续影

响

（8）

D201
补贴

标准

动态

调整

机制

健全

性

4

反映中牟县

补贴标准动

态调整机制

健全程度

100%
计划

标准

①建立救助供养标准的动

态调整机制，与本地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与物价上涨

挂钩，与全县平均生活水平

同步增长；②该机制在预算

年度得到实际落实和应用；

以上各占 50%权重分，符合

得分，否则不得分。

依据相关资料，①中牟县已建立

救助供养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实

施细则的通知》，照料护理标准

按照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和

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分三档制

定，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年本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 10%、25%和 60%
确定；②该机制在预算年度得到

实际落实和应用。依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满分。

4.00 100.00%

D104
社会

力量

参与

情况

4

反映社会力

量对于特困

人员救助的

参与程度

参与
计划

标准

2021 年社会组织、企事业

单位、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

与特困人员救助工作。每有

一次事例得 1分，上限 4分。

根据中牟县民政局及各乡镇提供

的相关资料：2021年共有三次社

会力量参与特困人员救助的相关

事例，故该指标得 3分。

3.00 75.00%

合计 100 83.85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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