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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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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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现将主要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精神，

中牟县委、县政府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

管护”的工作思路，以生态廊道绿化工程治脏、治乱、治违

为重点，有序开展中牟县道路及保洁、廊道养护等工作。2021

年度共计安排财政资金 19,167.76 万元，用于中牟县道路及

绿化、廊道绿化、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2021

年该笔资金共涉及各类项目 32 个、由中牟县交通局、公路

局、地管所、园林绿化中心、住建局、水利局、林业局等部

门开展相应道路及保洁、廊道养护等工作。

截至评价期结束，实施的 32 个项目完成道路保洁及绿

化养护总面积 1,472.62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保洁总面积

938.31万平方米、绿化养护总面积 534.31万平方米；完成廊

道养护总面积 1,684.49 万平方米，包括廊道养护 92 条、修

剪廊道树数量 50.93万株等；扬尘治理总面积 913.62万平方

米；湿地公园养护总面积 319.32万平方米，包括湿地公园公

厕养护 29座、湿地公园湖体养护面积 73.62万平方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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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21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共计 19,167.76万

元，全部为财政资金。包括廊道绿化养护资金 7,871.06万元，

占比 41.06%；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资金 4,951.09万元，占比

25.83%；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资金 4,705.70 万元，占比

24.55%；扬尘治理资金 1,639.91万元，占比 8.56%。截至 2021

年 12月底，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11,231.91万元，各部门实际

支付金额共计 11,131.3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11%。

三、总体评价结论

评价组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通

过数据采集、访谈等形式对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

护资金使用进行客观评价，总体评价得分为 74.98分，评价

等级为“中”。总体来看，通过项目实施，扬尘治理、湿地

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完成情况良好，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但同时存在项目预算编制不科学，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项

目资金使用范围与预算批复内容不一致等情况。部分部门政

府采购程序不够规范，道路养护质量不高，养护人员培训机

制不够健全、辐射群众满意度以及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整体

不高等问题。

四、主要绩效

一是督导检查工作落实到位，项目考评有序开展。为加

强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各部门制定《中牟县园林绿化中心百

分考核制度实施细则》《中牟县交通运输局 绿化项目养护、

考评及监督制度》《住建局园林绿化办廊道管理养护百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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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细则》等考核制度，明确项目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

标准以及具体评分细则等，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同时各

部门会每周进行不定期检查、制定巡查台账，随时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跟踪督导。

二是项目实行精细化养护，城市精细管理较大提升。各

部门相继出台管理制度，例如园林绿化中心制定《公园、游

园、广场及廊道绿化带管理标准》，住建局出台《三刘寨引

黄灌区调蓄工程绿化管理养护标准》，公路局制定《公路养

护技术规范》，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编制《广惠街平安大

道农村公路道路养护标准》，林业局出台《中牟县生态廊道

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等，其中住建局园林绿化办出台的《廊

道绿化养护业务管理工作方案》较为精细化，养护实施的内

容按月进行梳理，养护水平精细化程度有效提高。

三是城区环境质量有效改善，城市形象较大提升。中牟

县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2021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

301天，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 25.33微克，可吸入颗粒

物（PM10）浓度为 54.33微克/立方米，同时通过项目养护，

中牟县整体形象有所改善，取得较多荣誉，中牟县人民政府

获得先进集体的荣誉，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1年

度月季花杯竞赛活动评比结果的通报》（郑政文〔2022〕22

号）中牟县在月季花杯竞赛活动评比获得金杯荣誉等。

五、存在问题

（一）部门养护标准核定不统一，养护质量标准参差不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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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养护标准核定依据不充分，养护费用核定科学性难

以衡量。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第一，部门养护标准参照依据

不足。除住建局、水利局外，其他部门仅与登封、新郑等郑

州周边其他地方进行电话沟通，了解其养护工作大概单价，

然后制定相应单价，未有充足参照依据；第二，部分单位养

护单价及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参差不齐，财政资金难以统筹管

理。其一，部分单位养护单价未统一。评价组通过对各部门

提供的各项目养护单价核查发现，交通局、公路局、地管所、

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养护标准统一管理，养护单价均在 5-6

元之间，但整体来看，同类型养护项目养护单价仍存在不一

致情况。其二，同工种作业人员在不同部门养护人员工资标

准不统一。同为养护人员，地管所、交通局、园林绿化中心、

住建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均为 1900元/人，而公路局、林业

局、水利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分别为 2300 元/人、2000 元/

人、2000 元/人。第三，养护标准申报依据不合理。公路局

养护标准申报参照的是郑州市《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郑州市

交运委申请四环道路养护经费追加预算支出的审核意见》

（郑财〔2014〕211号）的养护标准，该标准为郑州市四环

及四环内标准，养护申请标准参照依据不够科学、规范。

二是各部门养护质量标准不统一，难以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聚力增效。评价组通过各部门养护项目进行梳理发现，各

部门对于同类型项目养护质量标准存在差异，难以保证各部

门养护质量科学、规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二）项目资金管理不规范，资金支出合规性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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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未制定相关资金监督管理办法，资金支出不够规范。

首先，制度层面部分部门资金监督机制有待完善。部分单位

未制定相应项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未对预算编制、资金来

源、资金拨付、支出范围等方面进行明确；执行层面项目实

施期内未针对项目资金开展财政监督或专项审计工作。其次，

部分资金支出方向与项目支持范围不符合。部分资金用在电

脑维修耗材、车辆保险、慈善捐款、墙体粉刷、购买打印粉

盒、差旅费等相关支出，与养护工作内容关联度不高。二是

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较慢，资金实际支付进度滞后合同约

定支付进度。交通局与承包公司签订道路绿化养护合同约定，

截至 2021 年底，应支付 1,169.00 万元，实际支付 0 万元。

三是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不足。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完整，

部分项目缺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指标；部分项目经济效益

指标设计与项目相关性不大。

（三）养护工作过程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采购程序不

符合政策要求

一是部分项目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未采取必要的采购

形式。林业局实施的廊道养护项目，未通过相关招标方式，

而是直接选择该部门下属国有企业负责廊道养护工作，廊道

养护公司选择不科学，采购程序不符合政府采购要求。二是

部分项目养护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不健全，缺乏明确的方案

指引和制度约束。评价组通过对各部门提交的项目实施方案

进行梳理发现，园林绿化中心缺少所负责项目养护实施方案、

交通局缺少道路保洁项目及景观绿化项目养护实施方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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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缺少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目养护管

理制度或实施方案。

三是部分项目存在交叉嫌疑，存在财政资金重复申报的

潜在风险。公路局扬尘治理项目和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项目，

项目保洁内容、里程、保洁面积均存在交叉，项目申报资金

均按照单价乘以面积，存在项目交叉重复申报。四是主管部

门未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或管理制度开展工作，具体工作

内容执行不到位。公路局、交通局未严格按照部门制定的项

目实施方案和管理制度执行。

五是主管部门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结果不具有约束力。

首先，部分部门缺少相应考核制度。地管所仅制定了扬尘治

理项目考核细则，未对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

项目制定考核细则及考核办法；水利局缺少对翠鸣湖饮水工

程管护项目相应考核制度。其次，考核制度落实不到位，缺

少对项目承包公司的考核。交通局仅对养护人员养护质量进

行考核，缺少对承包公司的考核；林业局仅对区队进行考核，

但没有对合作公司进行考核，考核对象不够全面。

六是主管部门巡查监管力度不足，养护人员作业不规范。

一方面，养护人员出勤时间不足。经评价组现场核查交通局

项目，在上班时间未发现养护人员进行廊道养护工作；另一

方面，养护人员进行养护工作未穿工作服。最后，部分主管

部门巡查时间不够明确，督查时间比较随意。交通局、园林

绿化中心的道班负责人分别在每个月随机某一天对道路保

洁、绿化管养、廊道养护进行检查，未明确每日、每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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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具体巡查时间，道班负责人督查时间弹性较大。

（四）主管部门培训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项目资金落

实成效不够显著

一是养护人员劳动保障不到位，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较

低。首先，部分部门未与养护人员签订就业协议、购买保险

等。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地管所并未与所有养护人员签订劳

动合同或就业协议，未对养护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养护人员

劳动保障不完善。其次，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不高。通过对

道路保洁、绿化、廊道等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问卷调查，共

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360份，整体满意程度为 71.87%。

二是主管部门培训机制不健全，部分部门负责项目养护

质量有待提高。首先，缺少对养护人员技能培训。其次，评

价组通过对公路局 S223、万洪路；交通局中刁路两侧廊道、

郑民高速出口绿化；园林绿化中心四牟园；林业局广惠街、

物流通道；住建局陇海铁路北侧、三刘寨；水利局贾鲁河、

鹭鸣湖实地调研发现，廊道、绿化带垃圾未及时清理、黄土

裸露、树干和绿植死株未及时补种等现象。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统一养护费用核定标准，明确各部门养护质

量要求

一是规范部门养护费用核定依据，科学制定养护单价。

第一，建议交通局、园林绿化中心、地管所、林业局、公路

局参照《中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12号）

相关要求制定养护标准；第二，统一各部门养护单价及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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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工资标准。首先，建议财政部门前期引用第三方评估公

司，根据其他同类发展水平地区的养护标准合理制定费用标

准，组织财务专家、业务专家、绩效专家进行科学论证，针

对主城区、远城区分别统一养护单价、养护人员工资标准；

其次，建议各部门根据近 5年人工、水电等费用变化情况，

对养护单价情况进行纵向对比，前期充分做好调研工作。

二是各部门统一养护质量标准，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首先，统一各类型项目养护质量标准。建议将廊道绿化养护、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包含人行道以内道路保洁、道路小病

害处理、道路上的设施维护）、公园养护项目（湿地公园、

公共公园等）、河道或沟渠养护四大类项目制定统一的养护

质量标准；其次，将各类型项目养护统一质量标准下发至各

部门，并要求各部门严格按照养护质量标准执行，确保养护

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健全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监督管理

一是制定出台道路、廊道养护资金管理办法，规范项目

资金支出。首先，建议水利局、园林绿化中心、交通局、林

业局出台道路、廊道、园林等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资金申请及预算编制流程、资金拨付流程及时限、资金使用

对象、范围及负面清单等内容；其次，规范项目资金支出。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各项支出，对不合规、超标准、超范

围的费用一律不予报支；最后，健全完善养护资金财政监督

体系。制定相关财政监督、审计制度，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

开展专项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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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监督资金支付进度。建议

交通局在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保洁及养护

进度、资金支出进度与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合理规划财政资

金支出进度，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三是合理设置

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目标指导约束作用。绩效指标设置完整，

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方面进行细化。

（三）提高主管部门养护管理工作能力，规范部门采购

程序

一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政策要求执行，采取必要的采购

形式进行政府采购工作。建议林业局、公路局可以采用公开

招标的方式进行，提高养护公司遴选科学性。二是健全项目

养护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保障方案指引和规划约束作用。

建议公路局、园林绿化中心、交通局、地管所针对不同项目

制定不同项目实施方案，从养护规模、养护标准（绿化、道

路保洁）、养护人员作业规范、养护时间安排、组织保障等

方面进行规划。三是整合同类型项目，避免项目分散申报造

成财政资金增加。建议地管所、公路局将道路保洁及绿化养

护、扬尘治理项目进行整合，上述项目清扫面积、清扫区域、

清扫方式、清扫内容重合度较高，无需将两个项目割裂申报。

四是主管部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或管理制度执行，

提高制度约束作用。建议公路局、交通局严格按照项目实施

方案和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项目管理工作。五是完善部分

主管部门考核制度，避免考核成为形式。首先，建议地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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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制定相应考核制度。建议交通局、林业局在对养护人

员养护质量进行考核的同时，增加对承包公司的考核。建议

水利局按照考核制度要求，完善具体评分记录。建议林业局、

公路局针对考核结果跟绩效挂钩，提高考核结果威慑作用。

六是提高部分主管部门巡查监管力度，加大养护人员作业规

范性。明确各主管考核主体巡查时间。建议公路局、交通局、

园林绿化中心的道班负责人分别在每天工作日，对道路保洁、

绿化管养等进行检查，检查道路保洁、绿化管养质量、养护

工作人员作业规范等。

（四）健全主管部门培训及保障机制健全，提高养护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完善养护人员劳动保障，提高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

建议水利局、地管所与养护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

针对养护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完善养护人员劳动保障。建议

各主管部门按照劳动协议，及时发放劳动工资，避免因劳动

工资发放不及时，造成养护人员流失，无人进行养护工作，

养护质量不高等情况。二是强化员工技能培训，提高城区道

路、廊道养护质量。建议公路局、地管所、住建局、水利局、

林业局、交通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要求区队或道班负责人丰富

养护工作人员培训形式及培训内容，每季度或每月定期组织

养护工人分批进行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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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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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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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现将主要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事

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中共中

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的内在要求，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

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

设施数字化、养护专业化和服务优质化，坚持维护路网良好

技术状况，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以精细化管理提升为保

障，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精神，

加快推进生态郑州、美丽郑州建设，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郑

州市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要求县 （市、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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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明确生态廊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生态廊道的建设、

管理工作，生态廊道建设管理经费按属地原则及市有关部门

职责分工纳入市、县 （市、区、管委会）政府部门财政预

算，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通过公益植树、认捐、认建、认养

和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参与生态廊道建设与养护，加强

生态廊道规划、建设和管理，发挥其功能和生态效益。

中牟县委、县政府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规格推进、高

频率督导、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护”的工作思路，出台《中

牟县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以生态廊道绿化工程治脏、

治乱、治违为重点，强力推动中牟县生态建设步伐，努力实

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色、冬有绿”的生态绿化目标，

为有序开展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工作，2021年度共计安排

财政资金 19,167.76 万元，用于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绿

化、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养护工作，为中牟“强起来”提

供绿色生态支持，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生态有保障、生活有

品位、精神能愉悦的多层次生态环境。

2.项目计划实施内容和实施情况

2021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主要用于道路及绿

化养护、廊道绿化养护、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各

类项目 32个。涉及中牟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交通局”）、

中牟县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公路局”）、中牟县交通运

输局地管所（以下简称“地管所”）、中牟县园林绿化中心

（以下简称“园林绿化中心”）、中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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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住建局”）、中牟县水利局（以下简称“水利

局”）、中牟县林业局（以下简称“林业局”）共 7个主管

部门。评价组通过对 32个项目实施内容进行梳理，把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实施内容归纳为道路保洁及

绿化养护、廊道绿化养护、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

4大类。

截至评价期结束，实施的 32 个项目完成道路保洁及绿

化养护总面积 1,472.62 万平方米，其中道路保洁总面积

938.31万平方米、绿化养护总面积 534.31万平方米；完成廊

道养护总面积 1,684.49 万平方米，包括廊道养护 92 条、修

剪廊道树数量 50.93万株等；扬尘治理总面积 913.62万平方

米；湿地公园养护总面积 319.32万平方米，完成率为 100%，

包括湿地公园公厕养护 29座、湿地公园湖体养护面积 73.62

万平方米等。项目计划实施内容与完成情况如表 1-1所示，

具体各部门项目完成详细情况见附件 2，各部门项目完成质

量情况详见附件 4。
表 1-1 项目计划实施内容与完成情况表

考察内容 考察要素 计划值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道路保洁

及绿化养

护工作完

成情况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万㎡） 1,472.62 1,472.62 100.00%
道路保洁面积（万㎡） 938.31 938.31 100.00%
道路养护完成里程数（公里） 477.249 477.346 100.02%
道路挖补坑槽数量（㎡） 61572.33 61572.33 100.00%
更换窨井盖数量（套） 371 371 100.00%
维修水井数量（座） 42 42 100.00%
道路灌缝（m） 10491.8 10491.8 100.00%
处理龟裂（㎡） 24906.58 24906.58 100.00%
处理沉陷（㎡） 1663.86 1663.86 100.00%
养护道路脱皮（㎡） 2389.5 2389.5 100.00%
处理水毁坑洞（㎡） 6246.05 6246.05 100.00%
整修路肩边坡（㎡） 637945 6379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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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内容 考察要素 计划值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路肩培土（㎡） 8741 8741 100.00%
新增和养护护栏（m） 2568 2568 100.00%
新增道路安全警示牌（块） 3722 3722 100.00%
路灯维修数量（盏） 1409 1409 100.00%
变压器安装数量（盏） 39 39 100.00%
绿化养护面积（万㎡） 534.31 534.31 100.00%
绿化施肥数量（吨） 98 98 100.00%
绿化浇水数量（台班） 1277 1277 100.00%
维修绿化灌溉设施（维修水井）（座） 103 98 95.15%
更换绿化灌溉设施（阀门）（处） 2798 2812 100.50%
修剪路树（株） 34364 37564 109.31%
绿化补植（㎡） 18780 18780 100.00%
病虫害防治（㎡） 3592999 3592999 100.00%

廊道绿化

养护工作

完成情况

廊道养护面积（万㎡） 1684.49 1684.49 100.00%
廊道养护数量（条） 92 92 100.00%
修剪廊道树数量（株） 509300 511423 100.42%
廊道绿化施肥数量（吨） 450 450 100.00%
廊道绿化浇水和排涝数量（台班） 304 300 98.68%
廊道绿化补植数量（株） 76770 78770 102.61%
廊道环境卫生清理数量（处） 720 810 112.50%
防火检查数量（次） 262 267 101.91%
廊道内设施、水体的管理及维护数量

（处）
759 798 105.14%

病虫害防治（㎡） 19196000 19196000 100.00%
扬尘治理

工作完成

情况

道路扬尘治理养护面积（万㎡） 913.62 913.62 100.00%
道路洒扫次数（次） 24604 24604 100.00%
冲洗车配置数量（辆） 72 72 100.00%

湿地公园

等水系养

护工作完

成情况

湿地公园养护面积（万㎡） 319.32 319.32 100.00%
湿地公园公厕养护数量（座） 29 29 100.00%
湿地公园湖体养护面积（万㎡） 73.62 74.62 101.36%
绿化及铺装面积（含山体绿化）（㎡） 2186446.8 2186446.8 100.00%
湿地公园内照明路灯养护数量（盏） 3061 3061 100.00%
湿地公园道路小修养护数量（处） 188 188 100.00%
湿地公园道路养护数量（条） 277 277 100.00%
湿地公园绿化养护面积（万㎡） 189.11 189.11 100.00%

（二）项目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1.养护标准核定情况

根据《河南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标准》《中牟县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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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12号），中牟县参照其他省市

及郑州市周边县（市）区养护取费标准，制定《中牟县生态

廊道建设管理办法》，要求廊道养护资金主要用于廊道内的

养护，不得挪作他用，廊道养护资金接受审计部门审计。评

价组通过各部门提供各项目费用审核意见的材料，梳理出各

部门、各项目、各类养护标准如表 1-2所示。

表 1-2 各部门、各项目、各类养护标准明细表

项目

类别

责任

单位
费用名称

费用

类型
单价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道路

保洁

及绿

化养

护

交通

局

郑民高速姚家上

下道口景观绿化

养护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5 5

连霍高速上下道

口道路保洁及景

观绿化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5 5

公路

局

G220线（万三路至

开封界）养护经费
道路

元/平
方米

3.5 3.5 3.5

S223线道路保洁

及绿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5 5

万洪路道路保洁

及绿化管护费

道路
元/平
方米

4 3.5 3.5

绿化
元/平
方米

7.59 5 5

边沟
元/平
方米

3.5 3.5 3.5

物流通道道路保

洁及绿化管护

道路
元/平
方米

4 3.5 3.5

绿化
元/平
方米

7.59 5 5

国省道干线公路

两侧雨污水等市

政设施维护费

— 万/年 158 158 158

国省道干线公路

小修保养病害处

置修复经费

— 万/年 316 316 316

地管

所

广惠街绿化养护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平安大道东延及 路灯 万元/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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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责任

单位
费用名称

费用

类型
单价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广惠街北延路灯

管护费

电费 年

路灯

维修
元/基 140 140 140

园林

绿化

中心

道路绿化工程管

养经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轩城大道和武装

部、建安路拥军路

绿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郑开大道（万三路

-开封界）绿化管护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解放路绿化廊道

及边分带绿化管

护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爱乡路、东环路等

17条道路绿化养

护及设备租赁经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住建

局

陇海铁路北侧景

观绿化工程管护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 — 5

陇海铁路北侧景

观绿化工程等 7个
项目景观照明用

电费用

电费 元/度 0.8 0.8 0.8

廊道

绿化

养护

林业

局
廊道养护 绿化

元/平
方米

4.5-7.8 5-7 5-6.5

交通

局

道路廊道绿化养

护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5 5

扬尘

治理

公路

局
扬尘治理经费

扬尘
元/平
方米

2 2 2

扬尘

机械

使用

费

万元 239.8 239.8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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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责任

单位
费用名称

费用

类型
单价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地管

所
扬尘治理经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2 2 2

驾驶

员工

资

万元/
年

139.3 139.3 139.3

平安

大道

元/平
方米

3.5 3.5 3.5

道路
元/平
方米

1.5 1.5 1.5

湿地

公园

等水

系养

护

园林

绿化

中心

城区公园绿化管

养经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后期苗圃管护经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住建

局

三刘寨引黄灌区

调蓄工程管护经

费

绿化
元/平
方米

6 6 6

广场
元/平
方米

3.5 3.5 3.5

水面
元/平
方米

1 1 1

三刘寨引黄灌区

调蓄工程景观照

明电费

电费 — — — —

三刘寨引黄灌区

调蓄工程公用经

费

— — — — —

三刘寨引黄灌区

调蓄工程人员经

费

人员

工资
元/人 1900 1900 1900

三刘寨引黄灌区

调蓄工程机械设

备经费

— — — — —

水利

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

养护经费（农业公

园、鹭鸣湖、贾鲁

河）

养护

费

元/平
方米

农业公园

鹭鸣湖：

6；贾鲁

河：7

农业公园

鹭鸣湖：

6；贾鲁

河：7

农业公园

鹭鸣湖：

6；贾鲁

河：7
潘安湖 养护 元/平 6.5 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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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责任

单位
费用名称

费用

类型
单价

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费 方米

翠鸣湖饮水工程

管护
水费 元/吨 1 1 1

贾鲁河亮化电费 电费 元/度 0.8 0.8 0.8

2.预算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中牟县财政局 关于批复 2021 年县直部门收支

预算的通知》（牟财预〔2021〕1号）等资金批复文件，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共计 19,167.76 万元，全部

为财政资金。

按主管部门来看：林业局共安排 6,647.41 万元，占比

34.68%；公路局共安排 2,843.91万元，占比 14.84%；水利局

共安排 2,567.31万元，占比 13.39%；住建局共安排 2,442.73

万元，占比 12.74%；园林绿化中心共安排 2,364.40万元，占

比 12.34%；交通局共安排 1,298.00万元，占比 6.77%；地管

所共安排 1,004.00万元，占比 5.24%。各部门具体资金安排

情况如表 1-3所示。

表 1-3 按部门分配资金明细表

序号 部门 资金安排数（万元） 资金占比

1 林业局 6,647.41 34.68%
2 公路局 2,843.91 14.84%
3 水利局 2,567.31 13.39%
4 住建局 2,442.73 12.74%
5 园林绿化中心 2,364.40 12.34%
6 交通局 1,298.00 6.77%
7 地管所 1,004.00 5.24%

总计 19,167.76 100.00%

按项目分类来看：廊道绿化养护共安排 7,871.06万元，

占比 41.06%；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共安排 4,951.09万元，占

比 25.83%；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共安排 4,705.70万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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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5%；扬尘治理共安排 1,639.91万元，占比 8.56%。按项

目类别分配资金如表 1-4、表 1-5所示。

表 1-4 按项目类别分配资金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资金安排数（万元） 资金占比

1 廊道绿化养护 7,871.06 41.06%
2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 4,951.09 25.83%
3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 4,705.70 24.55%
4 扬尘治理 1,639.91 8.56%

合计 19,167.76 100.00%

表 1-5 按项目类别分配资金明细表

养护类型 单位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万元）

道路保洁

及绿化养

护

交通局

郑民高速姚家上下道口

景观绿化养护费
9

连霍高速上下道口道路

保洁及景观绿化费
120

公路局

G220线（万三路至开封

交界）养护经费

路面 55.11万平方；

绿化 3.054万平方；
208

S223线道路保洁及绿化

管护费

路面 145.7996万平

方；绿化 49.958万
平方

760

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化

管护费

路面 58.65万平方；

绿化 10.2万平方
256

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绿

化管护

路面 72.32万平方；

绿化 13.56万平方
320

国省道干线公路两侧雨

污水等市政设施维护费
158

国省道干线公路小修保

养病害处置修复经费
131万平方 316

地管所

广惠街绿化养护费 60
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

北延路灯管护费
2114基 130

园林绿

化中心

道路绿化工程管养经费 130.837万平方 787.72

轩城大道和武装部、建安

路、拥军路绿化管护费
19.156万平方 114.94

郑开大道（万三路-开封

界）绿化管护经费
104.523万平方 627.14

爱乡路、东环路等 17条
道路绿化养护及设备租

赁经费

9.6752万平方 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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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类型 单位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万元）

住建局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

工程管护费

园建道路 19.4万平

方米；绿化 161.1
万平方米

983.48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

工程等7个项目景观照明

用电费用

10

小计 — — — 4,951.09

廊道绿化

养护

交通局 道路廊道绿化养护费 233.8万平方 1,169.00
园林绿

化中心

解放路绿化廊道及边分

带绿化管护费
9.1082万平方 54.65

林业局 廊道养护 54条 6,647.41
小计 — — — 7,871.06

扬尘治理
公路局 扬尘治理经费 331.88万平方 825.91
地管所 扬尘治理经费 385万平方 814

小计 — — — 1,639.91

湿地公园

等水系养

护

园林绿

化中心

城区公园绿化管养经费 659.74
后期苗圃管护经费 29.4

水利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

费（农业公园、鹭鸣湖、

贾鲁河）

1,852.09

潘安湖 306.6
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 331.62
贾鲁河亮化电费 77

住建局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

程景观照明电费
5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

程公用经费
1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

程管护经费
1,292.45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

程管理人员经费
6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

程机械设备经费
36.8

小计 — — — 4,705.70
合计 — — — 19,167.76

3.资金到位及支出使用情况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1,231.91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各部门实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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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11%。

按部门支出来看：除水利局外，其他部门预算执行率均

为 100%。水利局实际到位资金 1,288,87 万元，实际支出资

金 1,188.3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2.20%。预算执行率未达到

100%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局已将养护资金拨付至财政支付

管理系统，水利局尚未完全支付，财政已收回，收回金额

100.52万元。

按项目分类来看：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项目预算执行率

为 96.39%，除该项目外，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项目、廊道绿

化养护、扬尘治理项目预算执行率均为 100%。各县（区）

主管部门资金支付情况详见表 1-6，按项目分类资金支出明

细如表 1-7、表 1-8所示。具体各部门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详见

附件 3所示。

表 1-6 中牟县各部门资金支付情况明细表

序号 县（区）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万元）
预算执行率

1 园林绿化中心 2,222.06 2,222.06 100%

2 公路局 2,166.53 2,166.53 100%

3 住建局 1,526.11 1,526.11 100%

4 地管所 570.10 570.10 100%

5 林业局 3,393.24 3,393.24 100%

6 水利局 1,288.87 1,188.35 92.20%

7 交通局 65 65 100%

合计 11,231.91 11,131.39 99.11%

表 1-7 按项目分类资金支出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万元）
预算执行率

1 廊道绿化养护 3,442.77 3,442.77 78.54%

2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 3,886.45 3,886.45 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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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实际支出资金

（万元）
预算执行率

3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 2,787.78 2,687.26 96.39%

4 扬尘治理 1,114.91 1,114.91 100.00%

合计 11,231.91 11,131.39 99.11%

表 1-8 按项目分类资金支付明细表

养护类型 部门 项目名称

实际到位

资金（万

元）

实际支付

情况（万

元）

预算执行率

（%）

道路保洁

及绿化养

护

交通

局

郑民高速姚家上下道口景观

绿化养护费
5 5 100.00%

连霍高速上下道口道路保洁

及景观绿化费
60 60 100.00%

公路

局

G220线（万三路至开封交

界）养护经费
169.55 169.55 100.00%

S223线道路保洁及绿化管

护费
560.74 560.74 100.00%

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化管护

费
205.66 205.66 100.00%

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绿化管

护
248.97 248.97 100.00%

国省道干线公路两侧雨污水

等市政设施维护费
117.43 117.43 100.00%

国省道干线公路小修保养病

害处置修复经费
245.36 245.36 100.00%

地管

所

广惠街绿化养护费 23.66 23.66 100.00%
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

路灯管护费
50.35 50.35 100.00%

园林

绿化

中心

道路绿化工程管养经费 778.02 778.02 100.00%
轩城大道和武装部、建安路

拥军路绿化管护费
114.94 114.94 100.00%

郑开大道（万三路-开封界）

绿化管护经费
610.09 610.09 100.00%

爱乡路、东环路等 17条道路

绿化养护及设备租赁经费
34.68 34.68 100.00%

住建

局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工程

管护费
652.55 652.55 100.00%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工程

等 7个项目景观照明用电费

用

9.45 9.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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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类型 部门 项目名称

实际到位

资金（万

元）

实际支付

情况（万

元）

预算执行率

（%）

小计 — — 3,886.45 3,886.45 100.00%

廊道绿化

养护

交通

局
道路廊道绿化养护费 0.00 0.00 0.00%

园林

绿化

中心

解放路绿化廊道及边分带绿

化管护费
49.53 49.53 100.00%

林业

局
廊道养护 3,393.24 3,393.24 100.00%

小计 — — 3,442.77 3,442.77 100.00%

扬尘治理

公路

局
扬尘治理经费 618.82 618.82 100.00%

地管

所
扬尘治理经费 496.09 496.09 100.00%

小计 — — 1,114.91 1,114.91 100.00%

湿地公园

等水系养

护

园林

绿化

中心

城区公园绿化管养经费 612.41 612.41 100.00%

后期苗圃管护经费 22.39 22.39 100.00%

水利

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

（农业公园、鹭鸣湖、贾鲁

河）

1,015.87 916.13 90.18%

潘安湖 16 15.22 95.13%
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 180 180 100.00%
贾鲁河亮化电费 77 77 100.00%

住建

局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景

观照明电费
43.05 43.05 100.0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公

用经费
2.06 2.06 100.0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管

护经费
742.03 742.03 100.0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管

理人员经费
60 60 100.00%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机

械设备经费
16.97 16.97 100.00%

小计 — — 2,787.78 2,687.26 96.39%
合计 — — 11,231.91 11,131.39 99.11%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中牟县财政局：负责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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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预算管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中牟县各

部门申报各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制定财政支持政策，督

促各牵头单位落实财政资金并加强监管使用。

中牟县交通局、公路局、地管所、园林绿化中心、住建

局、水利局、林业局：明确责任分工，成立服务专班，对所

实施项目质量等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安排专人对道路、廊

道、园林等进行检查，对道路保洁、养护质量、绿化养护等

进行全方位监督管理。

（四）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确保中牟县干线公路行车安全，完成干线公路的病害处

理工作，打造景观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健身、休闲的娱

乐场所，提高小区品位，提升人居环境。

2.年度目标

根据各部门设置的绩效目标，结合 2021 年度中牟县道

路、廊道养护资金支出内容，评价组从成本、产出、效益 3

个维度对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进行了全面梳理。具体项目绩效

年度指标如表 1-9所示：

表 1-9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成本 经济成本 管护成本节约率 100%

产出

产出数量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工作完成率 100%

廊道绿化养护工作完成率 100%

扬尘治理工作完成率 100%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完成率 100%

产出质量
道路养护质量合格率 100%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达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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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公园、湿地公园及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量

达标率
100%

产出时效 养护维修及时率 及时

效益

经济效益
带动投资环境改善度 ≧90%

带动养护工人收入年均增长率 ＞0

社会效益

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增长率 ＞0

道路有责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0次

中牟县形象提升率 提升

生态效益 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100%

可持续影响

应急预案机制建立健全性 100%

养护人员培训机制健全性 健全

养护、运维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服务对象满

意度

中牟县辐射群众满意度 ≥90%

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对象范围及时间段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

资金，涉及资金规模 19,167.76 万元。评价范围包括中牟县

交通局、公路局、地管所、园林绿化中心、住建局、水利局、

林业局共 7个主管部门，评价内容包括养护项目实施过程中

各职能部门工作落实情况，建立健全养护标准及考核机制情

况、项目实际产出、预期效益实现情况等。

（二）绩效评价目的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升公共财政

支出有效性的有效手段。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对中牟县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投入成效进行综合分析，综

合考察项目投入管理规范性、过程管理有效性以及产出、效

果实现程度，以对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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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分析各

类补助标准制定合理化程度，落实道路、廊道养护资金支出

责任，提升项目资金支出效果。

（三）绩效评价方法与原则

本次评价严格遵守科学规范、实事求是等基本原则，严

格执行规定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按照科学规范可行的操作

要求，采用分析绩效评价为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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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金支出的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

公正评价。此外，本次评价通过对相关实施内容进行现场核

查，包括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座谈走访、问卷调查、实地勘

察等方式，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核实，对项目实施与资金

管理的相关流程进行规范性检验。

（四）评价依据

本次评价依据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文件：

中央层面：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豫〔2020〕10号）；

3.《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 关于印发农业生产和水

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省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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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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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发〔2019〕10号）；

2.《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政策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 6个办法的通知》（豫财预〔2019〕

176号）；

3.《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0〕10号）；

4.《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

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效〔2022〕4号）。

市、县级层面：

1.《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郑发〔2020〕2号）；

2.《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市级预算项目政策

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 6个办法的通知》（郑财绩〔2020〕

1号）；

3.《中共中牟县委 中牟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牟发〔2020〕9号）；

4.《中牟县财政局 中牟县县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

法》等 6个办法的通知（牟财〔2020〕83号）；

5.《中牟县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养护工作方案》；

6.《中牟县生态廊道管理养护考核办法》（牟廊绿指办

〔2016〕24号）。

（五）评价过程

本次项目评价程序共包括前期准备、评价实施、报告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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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三个阶段，评价时间为 2022年 8月至 2022年 9月，各阶

段工作内容及时间安排如下：一是前期准备阶段（2022年 8

月 8日-9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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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作方案。有针对性地设计评价

指标体系，形成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实地调研方案，部

署并安排现场调研工作。二是评价实施阶段（2022年 9月 5

日-9月 9日）。①基础数据表填报与复核。基础数据表由被

评价单位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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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访谈调研：通过与 7个主管部门相关

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

金管理使用以及项目实施情况，并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整

理。③问卷调查。面向中牟县辐射群众、养护工作人员发放

并收回满意度问卷分别为 1182份、360份；④实地勘察：由

各主管部门业务科室相关负责人配合，至 S223、万洪路、

G220、物流通道、建安路、中刁路两侧廊道、郑民高速出口、

四牟园、广惠街、物流通道、陇海铁路北侧、三刘寨、贾鲁

河、鹭鸣湖等 14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勘察，实地查看道路、

廊道、绿化养护情况。三是形成结论及报告撰写（2022年 9

月 10日-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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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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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设计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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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成本、项目产

出、项目效益等情况进行具体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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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财政局 中牟县县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

理办法》等 6个办法的通知（牟财〔2020〕83号）共性指标

框架进行设计。产出和效益类指标为个性指标，依据项目资

金实施内容，按项目类别分类设计三级指标，综合分析 2021

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产出及综合效益实现情况。

2.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 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

指标、33 个三级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框架总体得分详见表

2-1，具体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详见附件一。

一是决策类指标：占权重分 10 分，主要从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二是过程类指标：

占权重分 25 分，主要从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方面加以考

核。三是项目产出类指标：占权重分 35分，用于评价项目

实际产出情况。主要从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廊道绿化养护、

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完成情况、完成质量两

个维度进行考察。四是项目效果类指标：占权重分 30 分，

综合评价资金投入使用后的效益实现程度、项目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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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表 2-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得分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决策

（10）

A1项目立

项（2）
A101立项依据充分性 1 1.00 100%
A102立项程序规范性 1 1.00 100%

A2绩效目

标（4）
A201绩效目标合理性 2 1.81 90%
A20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24 61.90%

A3资金投

入（4）
A301预算编制科学性 2 1.43 71.43%
A302养护标准制定合理性 2 0.95 47.61%

B过程

（25）

B1资金管

理（12）

B101资金到位率 3 1.76 58.60%
B102预算执行率 2 1.98 99.10%
B10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00 100%
B104财务监控有效性 2 0.29 14.28%
B105资金使用合规性 3 2.25 75%

B2组织实

施（13）

B20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33 67%
B202制度执行有效性 3 2.57 85.71%
B203考核管理规范性 4 3.05 76.19%
B204政府采购程序规范性 2 1.17 58.33%
B205组织分工明确性 2 2.00 100%

C产出

（35）

C1产出数

量（21）

C101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

工作完成率
6 5.99 99.82%

C102 廊道绿化养护工作完

成率
7 6.99 99.88%

C103扬尘治理工作完成率 2 2.00 100%
C104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

工作完成率
6 6.00 100%

C2产出质

量（14）

C201道路养护质量合格率 4 0.00 0.00%
C202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

量达标率
5 1.32 26.37%

C203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

及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

量达标率

5 4.06 81.25%

E效益

（30）

E1经济效

益（6）

E101 带动养护工人收入年

均增长率
3 3.00 100%

E102带动投资环境改善度 3 2.91 97.10%

E2社会效

益（8）

E201 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增

长率
4 4.00 100%

E202 道路有责安全事故发

生情况
2 2.00 100%

E203中牟县形象提升率 2 1.5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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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E3生态效

益（3）
E301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3 3.00 100%

E4可持续

影响（5）

E401 养护人员培训机制健

全性
3 0.43 14.28%

E402 养护、运维档案管理

健全性
2 2.00 100%

E5服务对

象满意度

（8）

E501 中牟县辐射群众满意

度
4 3.94 98.50%

E502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 4 0.37 9.35%
合计 100 74.98 74.98%

3.评价标准

根据《中牟县县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牟预〔2020〕

83号）相关规定，本次绩效评价结果实行评分和评级相结合

的方式，总分设置为 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

下为差。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总体评价得分

评价组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通

过数据采集、访谈调研、满意度问卷等形式对 2021 年度中

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总体评价得分

为 74.98分，评价等级为“中”。具体各类指标得分情况详

见表 3-1：
表 3-1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项目综合评价得分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 10 7.07 70.70%
项目过程 25 18.39 73.56%
项目产出 35 26.36 75.31%
项目效益 30 23.16 77.20%
合计 100 74.98 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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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评价结论

2021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涉及项目立项依据

充分，各部门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道路

保洁及绿化、廊道、路灯、湿地公园、扬尘治理等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组织分工明确。各部门协同配合，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根据各自负责区域进行养护工作。部分项目产出情况较

好。扬尘治理、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完成率均为 100%。

2019-2021年度，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为 5.59%，2020-2021年度，养护工人就业人数增长率为

18.26%；七个部门道路有责安全重大事故发生均为 0次，空

气质量有效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 301天，2021年细

颗粒物（PM2.5）浓度为 25.33微克/立方米，较 2020年 51

微克/立方米度有所降低。养护、运维档案管理健全。道路、

廊道巡查记录、考核记录、巡查台账等材料保存完整。

但同时，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程度不足。养护标准制定不合理，制定依据不够充分，存

在部分项目资金使用与预算批复内容不一致情况。项目管理

制度不够健全，部分缺少养护管理制度以及项目实施方案。

管理制度执行不够有效，考核方式不具有约束性，考核结果

未与发放资金相挂钩。政府采购程序不够规范，部分部门未

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进行。部分道路、廊道养护质量不高。

道路及廊道养护未落实“双 10”标准，可视范围内存在积存

垃圾。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廊道

绿化带绿化养护质量不高。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整体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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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71.87%。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指标

决策类指标共包括 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权重

分 10分，得分 10 分，得分率为 100%。主要扣分指标为绩

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养护标

准制定合理性。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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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决策（10）

A1项目立项（2）
A101立项依据充分性 1 1.00 100%

A102立项程序规范性 1 0.67 66.67%

A2绩效目标（4）
A201绩效目标合理性 2 1.81 90%

A20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24 61.90%

A3资金投入（4）
A301预算编制科学性 2 1.07 53.57%

A302养护标准制定合理性 2 0.95 47.61%

合计 10 6.74 67.40%

①项目立项：满分 2分，得分 2分，得分率 100%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与

各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该项目均是

在项目建设时期进行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道路、廊道建

设完成后移交给各部门划区域进行养护。

②项目目标：满分 4分，得分 3.05分，得分率 76.25%

项目绩效目标设计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但部分项目绩

效目标与养护工作实际内容不具有相关性，例如中牟县水利

局生态水系管理养护经费项目，经济效益指标设计为“无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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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堆积、无大量水面漂浮物、公共卫间投入使用”与经济效

益不相关；园林绿化中心道路绿化工程管护经费（包含建安

路、拥军路养护费）项目，社会效益指标设计为“病虫害防

治率”，生态效益指标设计为“改善人居生态环境”，两者

效益指标设计正好相反。部分项目无法通过清晰、可衡量的

指标值予以体现，例如，林业局生态廊道养护项目经费，项

目绩效目标缺少具体指标值。扣除 0.95分。

③资金投入：满分 4分，得分 2.02分，得分率 50.50%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但部分部门养护标准制定

依据不充分，额度合理性难以衡量，例如交通局、园林绿化

中心、地管所、林业局实施项目单价参照依据不够充分。该

项扣除 1.98分。

（二）项目过程指标

过程类指标共有 2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25分，得分 18.39分，得分率为 73.56%。主要扣分指标为资

金到位及时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监控有效性、资金使用合

规性、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考核管理规

范性、政府采购程序规范性等。各指标得分情况如表 4-2所

示：

表 4-2 过程类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过程（25）

B1资金管理

（12）

B101资金到位率 3 1.76 58.60%

B102预算执行率 2 1.98 99.10%
B10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00 100%
B104财务监控有效性 2 0.29 14.28%
B105资金使用合规性 3 2.25 75%

B2组织实施

（13）
B20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33 67%
B202制度执行有效性 3 2.57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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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B203考核管理规范性 4 3.05 76.19%
B204政府采购程序规范性 2 1.17 58.33%
B205组织分工明确性 2 2.00 100%

合计 25 18.39 73.56%

①资金管理：满分 12分，得 8.28分，得分率 69.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各部门制定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监控不够有效，交通局、林业

局、园林绿化中心以及水利局未制定相应财政监督检查等制

度，各主管部门未组织开展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部分资金

使用不够规范，例如，园林绿化中心资金用于购置空调、办

公桌、三八节购图书卡、购办公椅子、采购办公柜、读书活

动竞赛视频制作等。该项扣除 3.72分。

②组织实施：满分 13分，得 10.12分，得分率 77.85%

各部门均具有相应的养护管理制度且内容齐全，已制定

对养护、保洁工作人员考核管理制度。但部分部门实施项目

缺少实施方案及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例如，根据交通

局制定廊道养护管理制度要求，每月 25 号由廊道办全体对

每个养护组进行巡查评比，对廊道管理差的进行通报批评，

但交通局一年就进行了两到三次巡查评比。部分养护工作人

员不到位，根据交通局制定养护制度，上午养护时间为

7:00-11:00，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见到养护人员进行廊道

养护工作。部门考核对象范围不够全面，交通局、林业局未

对承包公司或区队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不具有约束力，公路

局对养护人员考核结果未与发放资金相挂钩。采购程序不够

规范，林业局委托下属国有公司进行养护工作，但是公司遴

选未经必要的采购程序。该项扣除 2.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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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产出指标

产出类指标共有 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35分，得分 27.83分，得分率 79.51%。主要扣分指标为道路

保洁及绿化养护工作完成率、廊道绿化养护工作完成率、道

路养护质量合格率、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达标率等。指标

得分情况见表 4-3：
表 4-3产出类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C产出（33）

C1产出数量

（21）

C101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工作

完成率
6 5.99 99.82%

C102廊道绿化养护工作完成率 7 6.99 99.88%

C103扬尘治理工作完成率 2 2.00 100%

C104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工作

完成率
6 6.00 100%

C2产出质量

（12）

C201道路养护质量合格率 4 0.00 0.00%
C202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达

标率
5 1.32 26.37%

C203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廊

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量达标率
5 26.36 81.25%

合计 35 26.36 75.31%

①产出数量：满分 21分，得 20.98分，得分率 99.90%

截至评价期结束，该项目扬尘治理工作、湿地公园等水

系养护工作均已完成预期工作内容。但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

工作、廊道绿化养护工作尚未完成计划目标，完成进度分别

为 99.82%、99.88%。主要表现在，园林绿化中心维修绿化灌

溉设施（维修水井）实际完成 98 座，计划完成 103 座，完

成率为 95.15%；廊道绿化浇水和排涝实际完成 300台班，计

划完成 304台班，完成率为 98.68%。该项扣除 0.02分。

②产出质量：满分 12分，得 5.38分，得分率 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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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价组实地核查，未存在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

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情况，枝叶受害率均在 10%以下，每月

修剪苗木不小于 4次等。但部分项目道路及廊道保洁未落实

“双 10”标准，可视范围内存在积存垃圾等情况；道路两侧

绿化养护均存在果皮纸屑情况，存在暴露垃圾等情况；存在

维护不及时，缺株死株情况；存在树冠下、树穴内垃圾、砖

石瓦砾、干枝枯叶及其他废弃物未清理情况。该项扣除 6.62

分。

（四）项目效益指标

效益类指标共有 5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权重分

30分，得分 23.16分，得分率 77.20%。主要扣分指标为带动

投资环境改善度、养护人员培训机制健全性、中牟县辐射群

众满意度、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4-4：
表 4-4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E效益

（30）

E1经济效

益（6）

E101 带动养护工人收入年均增

长率
3 3.00 100%

E102带动投资环境改善度 3 2.91 97.10%

E2社会效

益（8）

E201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增长率 4 4.00 100%
E202 道路有责安全事故发生情

况
2 2.00 100%

E203中牟县形象提升率 2 1.50 75%
E3生态效

益（3）
E301空气质量改善情况 3 3.00 100%

E4可持续

影响（5）
E401养护人员培训机制健全性 3 0.43 14.28%

E402养护、运维档案管理健全性 2 2.00 100%
E5服务对

象满意度

（8）

E501中牟县辐射群众满意度 4 3.94 98.50%

E502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 4 0.37 9.35%

合计 30 23.16 77.20%

①经济效益：满分 6分，得分 5.91分，得分率 98.50%



-28-

项目经济效益较好。通过项目实施，2019-2021 年度养

护工作人员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2101元、2107.5元、2473.2

元，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5.59%，但

通过评价组问卷调查，有 89.71%的中牟县居民认为该项目实

施有明显带动投资环境改善，未达到 90%的标杆值，扣除 0.09

分。

②社会效益：满分 8分，得分 7.5分，得分率 93.75%

2019-2021年度，各部门未发生道路有责安全重大事故。

2020-2021年度，养护工人就业人数分别 3390人、4009人，

养护工人就业人数增长率为 18.26%，但通过项目实施，对中

牟县形象提升有所欠缺。该项扣除 0.5分。

③生态效益：满分 3分，得分 3分，得分率 100%

通过项目实施，中牟县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2021年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01天，2021年细颗粒物（PM2.5）

浓度为 25.33微克/立方米小于 2020年 51微克/立方米的浓度

值、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为 54.33微克/立方米小于

2020年 84微克/立方米浓度值。

④可持续影响：满分 5分，得分 2.43分，得分率 48.60%

养护人员培训机制不够健全。根据项目组实地核查，除

园林绿化中心外，其他部门均缺少对养护工作人员的培训文

件，例如养护人员培训课件，技能培训等以及缺少相关培训

资料和培训记录，该项扣除 2.57分。

⑤服务对象满意度：满分 8分，得 4.31分，得分率 53.88%

评价组对中牟县辐射群众、养护工作人员共发放并回收



-29-

有效问卷分别为 1,182份、360份，其满意度分别为 89.7%、

71.87%，均未达到 90%的目标值，该项扣除 3.69分。

五、养护标准核定及养护效率分析

（一）养护费用标准核定规范性分析

一是养护费用标准核定方式存在差异。评价组通过对各

部门座谈了解，各部门养护标准核定依据及核定方式各不相

同，主要包括 3种方式：参照相关制度及规范性文件、参照

郑州周边县（市、区）养护标准、参考其他机构测算标准。

例如，水利局实施项目参照《中牟县生态水系管理办法》《中

牟县生态廊道管理办法》《中牟县污水处理工程》；住建局

参照《中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12号）制

定；林业局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生态廊

道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2014〕41号）、《中牟县

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牟县生态廊道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牟政文〔2015〕211号）等，具体各部门养护标准核定方

式如表 5-1所示。

表 5-1 各部门养护标准核定方式及参照依据

序号 部门 制定方式 具体参照文件

1 公路局
参照相关制度及规

范性文件

《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郑州市交运委申请四环

道路养护经费追加预算支出的审核意见》（郑

财〔2014〕211号）

2 交通局
参照郑州周边县

（市、区）养护标准

中牟县周边市县以及该县其他进行养护工作

的单位的养护标准，如林业局、建设局等

3
园林绿

化中心

参照郑州周边县

（市、区）养护标准
—

4 林业局

参照周边县（市、区）

的养护标准以及相

关文件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生态廊道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2014〕41号）、

《中牟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牟县生态廊道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牟政文〔2015〕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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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制定方式 具体参照文件

5 地管所

路灯养护项目标准

参考施工方提供的

标准和其他单位的

标准，如市政管理

局；扬尘治理参考其

他县（市、区）养护

单价

—

6 住建局
参照相关制度及规

范性文件

《中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
12号）

7 水利局
参照相关制度及规

范性文件

《中牟县生态水系管理办法》《中牟县生态廊

道管理办法》《中牟县污水处理工程》

二是同类项目不同部门养护标准不一致。评价组通过对

各部门提供的各项目养护单价核查发现，同类型养护项目养

护单价不一致。例如，道路廊道绿化养护项目，林业局廊道

绿化养护单价为 5-6.5元/m2、交通局为 5元/m2、园林绿化中

心为 6 元/m2、住建局为 5 元/m2；扬尘治理项目公路局为 2

元/m2、地管所分比为 3.5元/m2、1.5元/m2；湿地公园等水系

养护项目园林绿化中心、住建局、水利局绿化养护单价分别

为 6元/m2、6元/m2、6.5元/m2和 6元/m2。各部门实施项目

具体养护标准如表 5-2所示。

表 5-2 各部门实施项目养护标准明细表

项目类别
责任单

位
项目名称 费用类型 单位 单价

道路廊道

绿化养护

林业局 廊道养护 绿化 元/平方米 5-6.5

交通局

郑民高速姚家上下道

口景观绿化养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5

连霍高速上下道口道

路保洁及景观绿化费
绿化 元/平方米 5

S223线道路保洁及

绿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5

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

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5

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

绿化管护
绿化 元/平方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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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责任单

位
项目名称 费用类型 单位 单价

地管所 广惠街绿化养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园林绿

化中心

道路绿化工程管养经

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轩城大道和武装部、

建安路拥军路绿化管

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郑开大道（万三路-
开封界）绿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解放路绿化廊道及边

分带绿化管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爱乡路、东环路等 17
条道路绿化养护及设

备租赁经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住建局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

化工程管护费
绿化 元/平方米 5

道路保洁

养护
公路局

G220线（万三路至开

封界）养护经费
道路 元/平方米 3.5

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

化管护费
道路 元/平方米 3.5

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

绿化管护
道路 元/平方米 3.5

扬尘治理

公路局 扬尘治理经费
扬尘 元/平方米 2

扬尘机械使用费 万元/年 239.8

地管所 扬尘治理经费

绿化 元/平方米 2
洗扫车、洒水车车辆

燃油、保险、维修保

养、驾驶员工资

万元/年 139.3

平安大道 元/平方米 3.5
道路 元/平方米 1.5

湿地公园

等水系养

护

园林绿

化中心

城区公园绿化管养经

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后期苗圃管护经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住建局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

工程管护经费

绿化 元/平方米 6
广场 元/平方米 3.5
水面 元/平方米 1

水利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

经费（农业公园、鹭

鸣湖、贾鲁河）

农业公园、鹭鸣湖、

贾鲁河
元/平方米

6、6、
7

潘安湖 绿化 元/平方米 6.5
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 水费 元/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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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责任单

位
项目名称 费用类型 单位 单价

贾鲁河亮化电费 电费 元/度 0.8

三是各部门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参差不齐，公路局、地管

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相较其他部门偏高。同工种作业人员各

部门养护工资标准不统一。例如，地管所、交通局、园林绿

化中心、住建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均为 1900元/人，而公路

局、林业局、水利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分别为 2300元/人、

林业局 2000 元/人、水利局 2000 元/人；养护人员组长工资

差距较大，林业局、住建局、交通局分别为 2500元/人、2200

元/人、2000元/人。同工种人员各部门养护水平工资如表 5-4

所示。

表 5-4 同工种作业人员各部门工资明细表

工种 部门 工资标准（人/月）

养护人员

交通局 1900
公路局 2300
地管所 1900

林业局（绿水青山公司） 2000
林业局（林木种子站） 2000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1800

园林绿化中心 1900
住建局（三刘寨） 1900
住建局（陇海铁路） 1900

水利局 2000
养护人员中队长 住建局（三刘寨） 3800

养护人员组长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2500
住建局（陇海铁路） 2200

交通局 2000

司机
园林绿化中心 3200

住建局 3500
电工 住建局 4000
维修工 园林绿化中心 2300

技术人员

林业局（绿水青山公司） 3800
林业局（林木种子站） 3800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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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 部门 工资标准（人/月）

工程师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6500

（二）各部门保洁面积与人员配备情况分析

各部门保洁面积与人员配备情况参差不齐。评价组通过

对各部门填报的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面积、廊道养护面积以

及相应的人员配置数量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同类型项

目人员配备比例不一致。例如廊道养护项目，住建局、林业

局、水利局廊道养护面积分别为 180.5 万㎡、111.20万㎡、

24.69万㎡，人员配备数量分别为 307人次、1277人次、35

人次，人员配备比例分别为 5880:1、8708:1、7053:1。各部

门保洁类型、保洁面积与人员配备情况如表 5-5所示。具体

来看：

道路保洁方面：水利局每名保洁人员养护面积为 4256

㎡，远低于公路局的 16315㎡和地管所的 38803㎡；绿化养

护方面：人员配备比例最低的为交通局，每位养护人员养护

面积为 2875㎡，远低于水利局的 28551㎡、地管所的 9341

㎡；廊道养护方面：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交通局养护面

积与人员配备比例相对均衡，普遍在每位人员 5000㎡左右，

配备比率最高的为林业局 8708:1。
表 5-5 各部门保洁类型、保洁面积与人员配备情况明细表

养护类别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

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

局
水利局

道路保洁面积

（万㎡）
513.94 — 399.67 — — — 24.69

道路保洁配置

人数（人）
315 — 103 — — — 58

保洁人员配备比 16315:1 — 38803：1 — — — 4256:1

绿化养护面积

（万㎡）
76.38 — 156 88.26 13.80 — 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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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类别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

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

局
水利局

绿化养护配置人

数（人）
— — 167 219 48 — 70

绿化养护人员

配备比
— — 9341:1 4030：1 2875：1 — 28551:1

廊道养护面积

（万㎡）
— 180.50 — 133.50 233.80 1112 24.69

廊道养护配置人

数（人）
— 307 — 267 462 1277 35

廊道养护人员

配备比
— 5880:1 — 5000:1 5061：1 8708:1 7053:1

（三）养护质量标准差异性分析

各部门制定的养护质量标准要求存在差异，养护作业规

范不统一。评价组通过对各部门制定的养护制度进行梳理总

结，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人员作业时间、人员配备、养

护标准、养护巡查制度。评价组通过分析发现，各部门在公

园、游园、广场及廊道绿化带管理方面养护标准参差不齐，

在人员作业时间、人员配备、养护标准、养护巡查制度等方

面均存在差异。例如，人员作业时间方面，地管所要求作业

时间每月不少于 23 天，而公路局要求每月提供养护时间不

低于 26 天；养护标准方面，交通局整体标准较为笼统，林

业局要求在春、夏、秋季绿篱每月修剪不少于 2次，而园林

绿化中心将绿植进行分级养护，每级养护频率各不相同，一

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2次；二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

不少于 2次；三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1次；住建局五

月草坪绿篱旺季应定期（15-20天）进行修剪；巡查制度方

面，地管所每周定期上路检查五次，不定期抽查一至两次；

公路管理局要求国道巡查频率每日一次，县级公路部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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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每月不少于 4次等。各部门养护质量标准如表 5-6所示。

表 5-6 各部门养护质量标准明细表

养护标准 部门 具体要求

人员作业

时间标准

地管所
作业时间每月不少于 23 天；工作时间上午 7:00-11:00，下午

3:00-6:30；每天至少进行 2次全面清扫；

公路局 每月提供养护时间不低于 26天

人员配备

标准

林业局

I级廊道按照 4000㎡/人配备；II 级廊道按照 5000㎡/人配备；III
级廊道按照 6000㎡/人配备。

每个管养标段必须配备 1-2名专职园林专业技术人员（园林工程师

以上）。

I级养护质量标准-现场管理每人不超过 4000㎡。每 50万平方米的

初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名（其中中级一人以上），且

有五年以上专特时间经验，其中植保专业 1人；管理人员 2名以上。

II级养护质量标准-现场管理每人不超过 5000㎡。每 50万平方米

的初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名（其中中级一人以上），

且有五年以上专特时间经验，其中植保专业 1人；管理人员 2名以

上。

水利局
贾鲁河河道水面上下游保洁 500米/人测算。每个养护标段必须配

备 1-2名专职园林专业技术人员（园林工程师以上）

巡查制度

地管所

养护人员每天对养护路段巡视不少于 2次；巡查人员上班时间为每

天上午 8:30-12:00，14:30-18:00；每周定期上路检查五次；不定期

抽查一至两次

县所每月组织管理人员对全县农村公路检查；县所组织有关人员分

半年度对全县农村公路大检查各一次；随时接受县交通运输局等一

级主管单位的检查和指导

公路管

理局

检查时间：4月 25日至 4月 26日，形成路况检查组和管理规范化

检查组对养护管理质量等做出综合评价

国省道养护巡查分为日常巡查、定期巡查和专项巡查。国道日常巡

查-巡查频率每日一次；国道定期巡查-路面、桥涵、沿线设施等病

害情况，频率每月一次；专项巡查分为特殊天气专项巡查和特殊路

段专项巡查；

道班巡查员每天巡查，并填写日常巡查记录表；县级公路部门巡查

员每月不少于 4次；巡查人员培训每季度一次

交通局 廊道巡查每周二、周四两次

园林绿

化中心

一级巡查：公园绿地每日巡查应不少于 3次（上午、下午和晚上各

1次）；道路绿地每日巡查不少于 2次。建立巡查台账，编制巡查

日志。二级巡查：公园绿地每日巡查应不少于 3次（白天和晚上各

1次）；道路绿地每日巡查不少于 1次。建立巡查台账，编制巡查

日志。三级巡查：公园绿地每日巡查应不少于 1次；道路绿地每 2
日巡查不少于 1次。建立巡查台账，编制巡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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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标准 部门 具体要求

水利局

养护人员根据有关作业规程，对自己负责分管区域的项目进行自

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做好记录；副站长对管理区域内进行巡

回检查，每天不得少于 2次，并做好记录；站长每日抽查不得少于

1次
贾鲁河巡查：定期巡查和不定期巡查、重点巡查和一般巡查相结合

的办法，做到每日一小巡，每周一大巡，每月一次全面巡查。

养护标准

园林绿

化中心

绿地-一级清洁：全天巡回保洁，冲洗植物及设施表面浮沉每年不

少于 15次；二级清洁：全天巡回保洁，冲洗植物及设施表面浮沉

每年不少于 8次；三级清洁：全天巡回保洁，冲洗植物及设施表面

浮沉每年不少于 4次。

交通局

第三方养护公司-绿化养护工作分为基本工作和定期工作、临时工

作三部分。 基本工作是：一般的正常维修，即浇水、清理垃圾、

补植等；定期工作指全面修剪、整形、施肥、松土等。

林业局

在春、夏、秋季绿篱每月修剪不少于 2 次；攀缘植物每月修剪 1
次以上；除草每月不少于 1次；地被每个季节施肥不少于 1次；绿

篱、攀缘植物每年施肥不少于 2次

园林绿

化中心

乔木-一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 2-3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3次；及

时去死株，7日内完成补植。二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1次；

每年施肥不少于 2次；及时去死株，15日内完成补植。三级养护：

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1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1次；及时去死株，30
日内完成补植。

灌木-一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2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3次；

及时去死株，7日内完成补植。二级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2
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2次；及时去死株，15日内完成补植。三级

养护：每年整形修剪不少于 1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1次；及时去死

株，30日内完成补植。

整形植物-一级养护：每年修剪应不少于 10次；造型每年修剪应不

少于 10次；浇灌全年不少于 20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3次，松土除

草不少于 8次。二级养护：每年修剪应不少于 8次；造型每年修剪

应不少于 8次；浇灌全年不少于 17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2次，松

土除草不少于 7次。三级养护：每年修剪应不少于 6次；造型每年

修剪应不少于 6次；浇灌全年不少于 15次；每年施肥不少于 2次，

松土除草不少于 6次。

住建局
早春适当进行 1-2次的春灌；四月起每周至少一次草坪浇灌；五月

草坪绿篱旺季应定期（15-20天）进行修剪；

（四）考核管理规范性分析

各部门制定的考核管理制度标准不统一。评价组通过对

各部门制定的考核管理制度进行梳理总结，主要从考核内容、

考核周期、考核方式、考核结果运用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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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周期方面：水利局、公路局、林业局、园林绿化中心实行

月度考核，而地管所实施平时检查每月考核和集中检查每年

度考核两种方式、住建局实行季度考核和不定期考核两种方

式；考核方式方面：地管所采用平时检查和年度检查相结合，

水利局重点巡查和一般巡查相结合，住建局采用季度考核和

不定期考核（日常巡查）；考核结果运用方面：地管所、水

利局考核结果与工资绩效挂钩，公路局、园林绿化中心更多

采用处罚为主。部门制定的考核管理制度要求如表 5-7所示。

表 5-7 各部门制定的考核管理明细表

部门 考核内容 考核周期 考核方式 考核结果运用

地管所

管理机制及职

责、路基养护、

路面养护、桥涵

养护、路政管

理、安全管理、

绿化管养

平时检查

每月考

核；集中

检查每年

度考核

平时检查和年度检

查相结合。平时检

查主要以每月不定

期检查；集中检查

每年度考核一次。

平时检查和集中检

查得分分别占评分

的 40%和 60%

路面保洁人员奖罚措施表-
一次 50

水利局

养护作业、浇水

施肥、病虫害防

治、机械车辆船

只保养

月度考核

培训考核：分为理

论和实操两部分，

以实操为主。

考核成绩与效益工资

生态水系养护

考核

重点巡查和一般巡

查相结合的办法，

做到每日一小巡，

每周一大巡，每月

一次全面巡查。

巡查结果采取扣分制，上限

100分，每分 3元

养护管理人员

考核
巡查人员

扣工资和扣分制，一分 50
元

公路局
养护管理

月度考核

检查时间：4月 25
日至 4月 26日，形

成路况检查组和管

理规范化检查组对

养护管理质量等做

出综合评价

检查成绩列入年终综合检

查评比总成绩，并对总评后

两名的道班通报批评

巡查考核 道班巡查员每天巡 填写定期巡查记录表，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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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考核内容 考核周期 考核方式 考核结果运用

查，并填写日常巡

查记录表；县级公

路部门巡查员每月

不少于 4 次；巡查

人员培训每季度一

次

对基层养护做特考核依据

林业局

1.修剪，2.松土、

除草、施肥，3.
浇水与排涝，4
补植，5环境卫

生清理，6防火，

7.病虫害防治，

8廊道内设施管

理及维护，9人
员管理，10养
护企业管理要

求。

月度考核

周督查-月评比-季
度考评-年终考核。

林业局廊道管养科

负责--周督查：每

周不定时督查，结

果记入月考核成

绩；月评比：每月

组织 1 次综合考

核，结合周督查情

况打出分数并排名

次；季度考评：每

季度组织 1次综合

考评，考评结果作

为年终考核依据；

扣款与奖罚结合--1奖罚:90
分（不含）以上为优秀，90
分（含）-80分良好，每低

于 90分（含）1分罚款 1000
元；80分（不含）以下，每

低于80分1分罚款2000元。

2.一个年度内，年度总评达

“优秀等级的，进入养护优

秀企业备选库；良好的企业

第二年解除合用重新招标；

半年两次差评的公司除扣

分外扣除前 6个月管养经费

20%，半年累计三次差评的

勒令退出。3.因管理不当受

县级以上等上级部门批评

或新闻媒体曝光的，每次扣

除管养经费 10000元；

住建局

养护管理、日常

保洁、设备维护

等

季度考核

和不定期

考核

百分制考核，定期

考核 -季度考核和

不定期考核-日常

巡查。

—

园林绿

化中心

乔木管理考核；

花灌木、花坛、

花带及绿篱管

理考核；病虫害

防治与预测及

水肥管理考核；

卫生保洁考核；

工具使用及保

管考核

月度考核

每人每月百分制；

每个区队百分制。

园林绿化管理科，

不定时检查各园、

路段任务完成情况

及人员在岗情况，

每周不少于一次，

每月不少于四次

每人每月 100分，每月低于

80分（不含 80分）的，责

任人写出书面检查；下月低

于 80分的，正式工待岗，

临时工予以辞退。

六、主要成绩及经验做法

（一）督导检查工作落实到位，项目考评有序开展

为加强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各部门制定《中牟县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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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百分考核制度实施细则》《中牟县交通运输局 绿化

项目养护、考评及监督制度》《住建局园林绿化办廊道管理

养护百分考评细则》《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 2021 年度道

路养护管理考评细则》《中牟县生态廊道日常养护考核方案》

《中牟县水利施工总队关于贾鲁河河道巡查、检查的工作机

制》等相关监管考核制度，明确项目考核内容、考核办法、

考核标准以及具体评分细则等，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同

时各部门会每周进行不定期检查、制定巡查台账，随时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跟踪督导。

（二）项目实行精细化养护，城市精细管理较大提升

为全面推动城区道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城乡环境卫

生基础设施，改变城区脏、乱、差现象，打造整洁、优美、

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各部门制定精细化的城区道路保洁

及绿化、廊道绿化、园林养护等管理制度，例如，园林绿化

中心制定《公园、游园、广场及廊道绿化带管理标准》，住

建局出台《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绿化管理养护标准》，

公路局制定《公路养护技术规范》，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

编制《广惠街平安大道农村公路道路养护标准》，林业局出

台《中牟县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等，其中住建局

园林绿化办出台的《廊道绿化养护业务管理工作方案》较为

精细，制定廊道绿化管护工作月历，将养护实施内容按月进

行梳理，每月根据天气、气温制定详细工作规划，包括气温

较低时进行害虫防治、气温回暖时进行树木修剪、气温持续

升高时进行栽种树木、花草，雨水及气温较高季节进行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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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详细、条理清晰，养护精细化水平有效提高。

（三）城区环境质量有效改善，城市形象较大提升

通过对道路保洁及绿化、扬尘治理、廊道绿化、园林及

湿地公园等项目养护实施，带动养护工人收入及城市绿化生

态效益显著提升。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

2019-2021年度，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101

元、2107.5元、2473.2元，年均增长率为 5.59%。中牟县空

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2021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 301

天，细颗粒物（PM2.5）浓度为 25.33 微克，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为 54.33 微克/立方米。同时通过项目养护，

中牟县整体形象有所改善，取得较多荣誉，例如根据《郑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省会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

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通报》，中牟县人民政府获得先进集体的荣誉，根

据《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1年度月季花杯竞赛活动评比

结果的通报》（郑政文〔2022〕22号）中牟县在月季花杯竞

赛活动评比获得金杯荣誉等。

七、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门养护标准核定不统一，养护质量标准参差不

齐

一是部门养护单价申请依据不充分，养护费用标准核定

科学性难以衡量。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养护标准申请依据不足。通过评价组对部门座谈

了解，除住建局、水利局外，其他部门实施项目养护单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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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依据不够充分，住建局、水利局参照《中牟县人民政府常

务会议纪要》（〔2016〕12号）规定的标准进行编制，而其

他部门仅与登封、新郑等郑州周边县（市）进行电话沟通，

了解其养护工作大致单价，核定依据较为粗糙，对养护单价

制定合理性未进行科学论证。

第二，部门养护单价及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存在差异，财

政资金难以统筹管理。其一，养护单价未进行统一。评价组

通过对各部门提供的各项目养护单价核查发现，交通局、公

路局、地管所、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养护标准统一管理，

养护单价均在 5-6元之间，但整体来看，同类型养护项目养

护单价仍存在不一致情况，例如公园及水系养护经费：水利

局养护单价分别为 6.5元/㎡、6元/㎡、7元/㎡，园林绿化中

心养护单价为 6 元/㎡、住建局为 6 元/㎡；廊道绿化养护经

费：林业局养护单价为 5-6.5元/㎡、住建局为 5元/㎡、地管

所为 6元/㎡、交通局为 5元/㎡；扬尘治理经费：公路局为 2

元/㎡；地管所分别为 2元/㎡、3.5元/㎡、1.5元/㎡；其二，

同工种作业人员在不同部门养护人员工资标准不统一。例如，

同为养护人员，地管所、交通局、园林绿化中心、住建局养

护人员工资标准均为 1900元/人，而公路局、林业局、水利

局养护人员工资标准分别为 2300 元/人、2000 元/人、2000

元/人；养护人员组长工资标准不一致，林业局、住建局、交

通局分别为 2500元/人、2200元/人、2000元/人。同类型项

目不同养护标准如表 6-1所示。同工种作业人员各部门养护

人员工资如表 6-2所示。

表 6-1 同类型项目不同养护标准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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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责任单位 费用类型 单位 单价

道路廊道绿化养护

林业局 绿化 元/平方米 5-6.5
交通局 绿化 元/平方米 5
地管所 绿化 元/平方米 6

园林绿化中心 绿化 元/平方米 6
住建局 绿化 元/平方米 5

道路保洁养护 公路局 道路 元/平方米 3.5

扬尘治理

公路局
扬尘 元/平方米 2

扬尘机械使用费 万元/年 239.8

地管所

绿化 元/平方米 2
洗扫车、洒水车车辆

燃油、保险、维修保

养、驾驶员工资

万元/年 139.3

道路 元/平方米 1.5

湿地公园等水系

养护

园林绿化中心 绿化 元/平方米 6
住建局 绿化 元/平方米 6

水利局
农业公园、鹭鸣湖 元/平方米 6

贾鲁河 元/平方米 7

表 6-2 同类型工种各部门养护人员工资明细表

工种 部门 工资标准（人/月）

养护人员

交通局 1900
公路局 2300
地管所 1900

林业局（绿水青山公司） 2000
林业局（林木种子站） 2000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1800

园林绿化中心 1900
住建局（三刘寨） 1900
住建局（陇海铁路） 1900

水利局 2000

养护人员组长

林业局（林工商公司） 2500
住建局（陇海铁路） 2200

交通局 2000

第三，养护标准申报依据不合理。公路局参照郑州市《郑

州市财政局 关于郑州市交运委申请四环道路养护经费追加

预算支出的审核意见》（郑财〔2014〕211号）的养护标准

进行申报，即绿化养护费参照道路养护标准，为每年 7.59元

/㎡；清扫保洁费用标准为 5 元/㎡制定，该标准为郑州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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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及四环内标准，养护标准申请参照依据不够科学、规范。

二是各部门养护质量标准不统一，难以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聚力增效。评价组通过各部门养护项目质量标准进行梳理

发现，同类型项目各部门养护质量标准存在差异，难以保证

各部门养护质量科学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例如道路、

廊道绿化养护项目，交通局、公路局、地管所、园林绿化中

心、林业局、住建局均有负责，但各部门在人员要求、作业

时间、作业规范要求均存在差异，例如，地管所养护人员上

路作业时间每月不少于 23 天，而公路管理局要求每月提供

养护时间不低于 26 天；道班及区队管理人员巡查时间要求

不一致，例如，地管所要求道班及区队管理人员每天对养护

路段巡视不少于 2次，交通局要求廊道养护巡查每周两次。

（二）项目资金管理不规范，资金支出合规性有待提升

一是部门未制定相关资金监督管理办法，资金支出不够

规范。首先，资金监督机制有待完善。除住建局、公路局、

地管所三个部门外，其他部门未制定相应项目资金监督管理

办法，未对预算编制、资金来源、资金拨付、支出范围等方

面进行明确，财务监督制度及执行有待加强。其次，部分资

金支出方向与项目支持范围不符合，资金监管不够规范。经

评价组现场核查各部门资金支出明细，存在资金支出与项目

本身不相关情况，例如公路局提供的资金支付明细中，部分

资金用在电脑维修耗材、车辆保险、慈善捐款、墙体粉刷、

购买打印粉盒等、差旅费、代付 2020 年独生子女费、宣传

电影、报纸订阅、机关电费水费、发放精神文明奖、缴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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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税、发放退休人员工资等方面，涉及资金共计 128.28

万元；园林绿化中心部分资金支出在购置空调、办公桌、三

八节购图书卡、购办公椅子、采购办公柜、读书活动竞赛视

频制作等方面，涉及资金共计 11.42万元。具体明细如表 6-3

所示。

表 6-3 部分部门资金支出方向不规范明细表

部门 支出方向 支付金额（元）

公路局

个人所得税 526.35
灭火器维护检测 1,735.00
电脑维修耗材 14,553.00

电费 3,754.15
电费 806.03
电费 888.66

摄像头维修 1,720.00
日常用品 9,120.00

退休人员费用 150,000.00
楼顶渗水维修 26,600.00
日常用品 15,840.00
慈善捐款 5,000.00
墙体粉刷 960.00
电费 6,342.25
电费 764.55

个人税款 145.11
购买打印机 860.00
购买打印机 1,350.00
代发差旅费 660.00

代付 2020年独生子女费 2,640.00
宣传电影 400.00

退休人员费用 2,707.29
退休人员费用 358,204.38
差旅费用 180.00
差旅费用 180.00

退休人员慰问 16,937.00
丧葬费 8,000.00

慰问生病职工 8,340.00
出差补助 140.00
出差补助 140.00
出差补助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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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支出方向 支付金额（元）

出差补助 180.00
出差补助 180.00

慰问退休职工 2,151.33
看生病职工 9,100.00
报个人所得税 1,116.78
购买粉盒等 2,596.00
装订材料 741.00
报纸订阅 2,880.00
报纸订阅 1,970.00
报纸订阅 1,960.00
日常用品 9,300.00
退休费 94,037.00

退休人员慰问 5,963.00
日常用品 14,879.00
日常用品 3,668.00
代付差旅费 1,820.00
退休人员慰问 31,280.00
退休人员慰问 22,720.00
退休人员费用 96,000.00
机关食堂用水 434.35
精神文明奖 100,567.00

电费 12,893.37
机关水费 1,379.70
电费 812.24
水费 521.95
水费 543.85
水费 3,066.00

自来水费用 507.35
缴纳个人所得税 65,238.81
自来水费用 521.95
自来水费 552.43
自来水费用 1,003.75
自来水费 429.82
机关电费 1,603.87

12月份文明奖 46,366.00
退休人员费用 5,256.00
退休人员费用 66,432.67
精神文明奖 15,812.00
退休人员费用 9,672.00
退休人员费用 6,957.33

合计 1,282,7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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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支出方向 支付金额（元）

园林绿化中心

各科室网线费用 10,000.00
各科室网线费用 5,600.00

购空调、办公桌（政府采购） 32,688.00
后勤及各服务站用水 3,304.00
三八节购图书卡 6,501.00

购办公椅子--党建室 2,590.00
政府采购办公柜 3个 10,810.00
政府采购办公柜 3个 2,970.00
三八节购图书卡 3,999.00

读书活动竞赛视频制作 2,000.00
办公设备维修 6,770.00
购办公用品 2,150.00
订报刊杂志 720.00
后勤家电维修 3,200.00

后勤科室维修电脑 11,010.00
后勤维修电脑打印机 5,560.00

订报刊杂志 1,800.00
订党风廉政建设杂志 126.00
订中国纪检监察报 1,056.00
公务灶用液化气 720.00
公务灶用液化气 600.00

合计 114,174.00

二是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较慢，资金实际支付进度滞

后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根据交通局与承包公司签订道路绿化

养护合同约定，预算资金按季度支付，第一季度第一个月支

付 30%，第二个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20%，第三个季度第一个

月支付 20%，第四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30%，共计应支付

1,169.00万元。但截至 2021年底，交通局道路绿化养护项目

支付进度为 0%；连霍高速上下道口道路保洁及景观绿化项

目合同金额为 107,7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每季度支付合同

金额的 25%，共计应支付 107.7万元，但根据交通局提供的

资金支出明细，该项目仅支付 60 万元，资金支付进度为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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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不足，对项目实施指导约

束性不强。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与养护工作实际内容不相关。

例如水利局中牟县生态水系管理养护经费项目，经济效益指

标设计为“无垃圾堆积、无大量水面漂浮物、公共卫生间投

入使用”与经济效益不相关；园林绿化中心道路绿化工程管

护经费（包含建安路、拥军路养护费）项目，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指标混淆，社会效益指标为“病虫害防治率”，生态

效益指标为“改善人居生态环境”；其三，部分项目无法通

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例如，林业局生态廊道

养护项目经费，项目绩效目标缺少具体指标值。

（三）养护工作过程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采购程序不

符合政策要求

一是部分项目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未按规定采取必要

的采购形式。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生态

廊道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2014〕41号）的要求，

生态廊道养护管理可采用专业单位直接管养或政府购买服

务岗位、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但并未明确说明无需通过采用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

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工作。经评价组现场座谈，林业局廊

道养护项目是通过部门商讨方式委托给其下属的中牟县林

木种子站、中牟县林工商公司、郑州绿水青山林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进行养护，廊道养护公司遴选程序不科学。公路局

与郑州市中牟豫中路桥有限公司、郑州市春星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两家公司为公路局提供劳务人员，公路



-48-

局以支付劳务人员工资的形式作为双方劳务报酬的结算方

式，但是选择这两家公司主要是依据公路局以往合作情况，

未采用相应的竞争性磋商、公开招标等方式。

二是部分项目养护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不够健全，缺乏

明确的方案指引和制度约束。评价组通过对各部门提交的各

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梳理发现，园林绿化中心缺少所负责项目

养护实施方案、交通局缺少道路保洁项目及景观绿化项目养

护实施方案、地管所缺少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

护项目实施方案，针对养护内容实施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养

护规模、养护标准（绿化、道路保洁）、养护人员作业规范、

投资概算、养护时间安排、组织保障等缺乏设计谋划，同时，

交通局设计的绿化廊道养护标准过于笼统，修建标准、病虫

害防治标准、养护标准均较为模糊，难以发挥对养护项目的

规划指导与约束作用。

三是部分项目存在交叉嫌疑，存在财政资金重复申报的

潜在风险。根据《中牟县公路管理局 国省干线道路保洁实

施方案》，公路局扬尘治理项目实施内容包括对该部门所管

辖的快速通道和省、国道干线公路进行扬尘污染防治，清扫

方式即为前期人工或机器道路清扫，垃圾收集处理等，管养

里程为 103.37公里、保洁面积 314.04㎡。该部门实施的 G200

线道路保洁及绿化 22.25公里、保洁面积 55.13㎡；S223线

路保洁及绿化 45.77公里、保洁面积 145.80㎡；万洪路道路

保洁及绿化 12.75 公里、保洁面积 40.79 平方米；物流通道

道路保洁及绿化 22.6 公里、保洁面积 72.32 ㎡，总里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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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7公里、保洁面积 314.04㎡，同时以上四个项目亦包含

人工或机器道路清扫等内容，扬尘治理项目与上述四个项目

实施内容、里程、保洁面积均相同，项目申报资金均按照单

价乘以面积，存在项目交叉重复申报。

四是项目实施方案或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执行不

够有效。根据《郑州市公路管理局 快速通道及国省干线公

路扬尘治理实施方案》要求，各分包督查工作的领导需每日

进行监督检查，每月 25 日前将本月工作总结及达标完成情

况报给公路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统

一上报给公路局委领导小组办公室，除此之外，养护处工作

人员每天上午十一点前报送前一天和当天上午督查情况，四

点前报公路局委工程处领导。经评价组实地核查，上述两项

工作内容公路局均未按照郑州市公路管理局的要求落实实

施；根据交通局制定的《廊道养护管理制度》，要求每月 25

号由廊道办全体对每个养护组进行巡查评比，对廊道管理差

的进行通报批评，但交通局一年仅进行了两到三次巡查评比；

要求每天进行督导工作，做好每日巡查记录，但交通局一周

仅进行两到三次巡查，未做到每天对养护工作进行督导监管。

五是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结果不具有实质性约束。首

先，部分部门缺少相应考核制度。地管所仅制定了扬尘治理

项目考核细则，未对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

目制定考核细则及考核办法；水利局缺少对翠鸣湖饮水工程

管护项目相应考核制度。其次，考核制度落实不到位，缺少

对项目承包公司的考核。交通局仅对养护人员养护质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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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缺少对承包公司的考核。交通局制定有《廊道管理养

护考评细则》，要求养护管理小组人员定期每月 25 号专门

组成检查评比小组对养护企业、养护标段进行综合考核，每

季度进行现场评比，每年进行年终考核评比，但实际并未按

照细致规定执行，未对承包公司进行考核；林业局仅对区队

进行考核，未对合作公司进行考核，考核对象不全面；水利

局针对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农业公园、鹭鸣湖、贾鲁

河）项目制定了考核制度，但没有具体的评分记录，未严格

按照考核制度落实考核工作。最后，考核结果约束力较弱。

林业局对区队的考核较为松散。林业局考核实行百分制，结

合督查组检查情况，进行月评比和季度评比，评比结果仅通

报批评，对于排名较低的区队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公路

局根据考核结果会以颁发小红旗的方式进行，与工资或绩效

不挂钩，考核结果对养护人员的威慑作用不明显。

六是部分主管部门巡查监管力度不足，养护人员作业不

规范。一方面，养护人员出勤时间不足。根据交通局制定的

《廊道养护管理制度》及相关科室座谈了解，该部门每 4000

平方米左右配备一名养护人员，上午养护时间为 7:00-11:00，

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见到养护人员进行廊道养护工作，

现场察看问题较多，廊道内垃圾堆积严重，未见养护人员进

行清理；另一方面，养护人员作业期间未穿工作服。林业局、

住建局养护制度规定养护人员工作期间必须统一着装。但经

评价组现场核查，养护人员工作期间未着工作服。最后，部

门巡查时间不够明确，督查时间随意性较强。交通局、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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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中心的道班负责人分别在每个月随机某一天对道路保

洁、绿化管养、廊道养护进行检查，未明确每日、每周、每

月具体巡查时间，道班负责人督查时间弹性较大。

（四）主管部门培训及保障机制不健全，项目资金落实成

效不够显著

一是养护人员劳动保障不到位，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较

低。首先，部分部门未与养护人员签订就业协议、购买保险

等。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地管所并未与所有养护人员签订劳

动合同或就业协议，未对养护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养护人员

劳动保障不完善。其次，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不高。通过对

道路保洁、绿化、廊道等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问卷调查，共

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360份，整体满意程度为 71.87%。

二是主管部门培训机制不健全，所辖项目养护质量有待

提高。首先，缺少对养护人员技能培训。评价组通过对地管

所、住建局、水利局、林业局、交通局相关科室负责人进行

座谈了解，以上部门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驾驶员培训以及

桥梁管护培训等，但未对养护人员业务能力组织培训，导致

出现养护人员对保洁标准和保洁要求不够明晰、道路清洁养

护作业时发现的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同一问题反复出现、部

分养护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其次，评价组通过对公路局

S223、万洪路、G220、物流通道、建安路；交通局中刁路两

侧廊道、郑民高速出口绿化；园林绿化中心四牟园；林业局

广惠街、物流通道；住建局陇海铁路北侧、三刘寨；水利局

贾鲁河、鹭鸣湖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廊道、绿化带垃圾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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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清理、黄土裸露、树干和绿植死株未及时补种等现象。各

部门具体发现问题如图 7-1所示：
交通局

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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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中心

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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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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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巡查各部门廊道、道路及绿化养护发现问题

八、有关建议

（一）规范统一养护费用核定标准，明确各部门养护质

量要求

一是规范主管部门核定依据，科学制定养护单价。第一，

各部门规范养护标准核定依据。建议交通局、园林绿化中心、

地管所、林业局、公路局参照《中牟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

要》（〔2016〕12号）规定的标准制定该部门养护标准，第

二，统一各部门养护费用支出标准及养护人员工资标准。首

先，建议财政部门前期引用第三方评估公司根据郑州市其他

县（市）养护单价制定合理单价，根据现有《中牟县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12号）标准、第三方评估公司

定价、以及各部门申请养护单价相结合；其次，建议各部门

根据近 5年人工、水电等费用变化情况，对养护单价情况纵

向对比，前期进行充分调研，养护单价与全县道路、廊道、

园林工作相结合。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合理制定道路、绿

化、园林、河道各类型单价；最后，针对养护单价组织财务

专家、业务专家、绩效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养护标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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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单价、养护人员工资标准），组织项目实施主管部门，通

过集中商讨、集体决策的形式，从中牟县主城区、远城区统

一养护单价、养护人员工资标准，例如，建议主城区廊道绿

化养护参照 6元/㎡、道路保洁养护（含扬尘项目）参照 3.5-5

元/㎡、电费参照 0.8元/度、人员工资参照 2000-2100元/人；

远城区在主城区基础上适当降低养护质量、适当减少养护人

员。具体参照标准如表 7-1所示。

表 7-1 养护标准参考单价明细表

项目类别 费用类型 单位 单价

河道或沟渠两侧绿化 绿化 元/平方米 7
河道水面保洁 水面 元/平方米 1

道路、廊道绿化养护 绿化 元/平方米 6.5
道路保洁养护（含扬尘项目） 道路 元/平方米 3.5-5

园建广场保洁 路面 元/平方米 3.5
电费（道路、公园） 电费 元/度 0.8

水费 水费 元/吨 1
道路、廊道养护人员工资 工资 元/人 2000-2100
洗扫车、洒水车驾驶员工资 工资 元/人 4000-4500

二是各部门统一养护质量标准，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首先，统一各类型项目养护质量标准。建议把廊道绿化养护、

道路保洁及绿化养护（包含人行道以内道路保洁、道路小病

害处理、道路上的设施维护，例如，公交站牌、路灯、垃圾

箱等、道路绿化带保洁及养护）、公园养护项目（湿地公园、

公共公园等）、河道或沟渠养护项目，四大类项目分别制定

统一的养护质量标准，具体包括养护人员每月最低出勤时间、

养护人员上班时间、巡查制度、廊道绿化养护标准、人员配

置比例、植物修剪次数进行统一；其次，将各类型项目养护

统一质量标准下发至各部门，并要求部门严格按照养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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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执行，确保养护质量标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健全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强化资金监督管理

一是制定出台道路、廊道养护资金管理办法，规范项目

资金支出。首先，建议水利局、园林绿化中心、交通局、林

业局出台道路、廊道、园林等养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

资金申请及预算编制流程、资金拨付流程及时限、资金使用

对象、范围及负面清单、绩效管理工作开展及考核监督等方

面内容；其次，规范项目资金支出。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

各项支出，对不合规、超标准、超范围的费用一律不予报支。

明确具体受理人员资金审核把关责任，从操作层面保证资金

支出合规；最后，健全完善养护资金财政监督体系。制定相

关财政监督、审计制度，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专项审计工作，针对发现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到位，

检查及审计结果应及时向同级人大报告或向社会公布。

二是加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监督资金支付进度。建议

交通局在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及时了解、掌握保洁及养护

进度、资金支出进度与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合理规划财政资

金支出进度，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避免因资金支

付问题影响道路保洁质量，明确项目资金支付时间节点，积

极妥善解决项目执行中的困难与问题。

三是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目标指导约束作用。

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服务对象满意

度等方面进行细化。增进效益指标量化考核。建议经济效益

指标可以从带动养护工人收入增长、带动投资环境改善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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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设置；社会效益指标可以从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增长、道

路有责安全事故发生情况、中牟县形象提升情况进行设计；

生态效益指标可以从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加以考察。如无法设

置定量指标，可通过满意度问卷形式了解人民群众对该项目

带动中牟县投资环境改善、增加就业等方面的直观感受。

（三）提高主管部门养护管理工作能力，规范部门采购程

序

一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政策要求执行，采取必要的采购

形式进行政府采购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规定，采购人采购货物或者服务应当采用政府采购方式进行，

采购方式主要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

来源采购、询价等方式，而林业局、公路局实施的项目均为

政府购买服务，需按照上述方式进行采购工作。鉴于实施项

目不具有复杂或者特殊性质，建议林业局、公路局可以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提高养护公司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是健全项目养护规划设计与实施方案，提高项目实施

精细化水平。建议园林绿化中心、交通局、地管所做好项目

前期规划设计，针对不同项目制定实施方案。从养护规模、

养护标准（绿化、道路保洁）、养护人员作业规范、养护时

间安排、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规划。建议以上部门可参考住

建局园林绿化办制定的《廊道绿化养护业务管理工作方案》，

按月份制定各养护项目工作月历，每月根据天气、气温制定

详细工作规划，例如 1-2月份休眠期，如秋冬雨雪极少、季

节冻水耗尽的年份应及时补水；3-6 月份是干旱季节，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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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树木发芽展叶进入旺盛时期，需水量最大，人工灌溉水

是唯一供给树木生长的措施；7-8 月份是雨季，降水充沛，

降雨集中，空气湿度较大，一般不需要浇水；9-10月份是秋

季，对于引自南方的树种应控制灌水，防止树木徒长，减轻

冬季萧条现象；11-12 月份树木落叶休眠。为使树木、绿植

很好的安全过冬，特别是树木或绿植越冬容易受冻害的品种，

避免因根部干旱缺水而受害，一定要浇足冻水。工作内容详

细、条理清晰，保障方案指引和规划约束作用。

三是整合同类型项目，避免项目分散申报造成财政资金

浪费。首先，整合项目申报。建议地管所、公路局将道路保

洁及绿化养护、扬尘治理项目进行整合，上述项目清扫面积、

清扫区域、清扫方式、清扫内容大相径庭，重合度较高，无

需将两个项目割裂申报；其次，适当提升养护单价。建议道

路保洁及绿化养护、扬尘治理项目进行整合后，在道路保洁

及绿化养护单价基础上适当提高道路保洁单价，原道路保洁

及绿化管护单价为 3.5元/平方米，扬尘治理治理为 2元/平方

米，建议整合后单价可在 3.5-5元/平方米。

四是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或管理制度执行，提高制度

约束作用。建议公路局根据《郑州市公路管理局 快速通道

及国省干线公路扬尘治理实施方案》要求，各分包督查工作

的领导严格执行每日监督检查，每月 25 日前将本月工作总

结及达标完成情况报给公路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汇总后统一上报给公路局委领导小组办公室，除此

之外，养护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十一点前报送前一天和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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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督查情况，四点前报公路局委工程处领导；建议交通局

根据《廊道养护管理制度》，每月 25 号由廊道办全体对每

个养护组进行巡查评比，对廊道管理差的进行通报批评，同

时做到每天进行督导工作，做好每日巡查记录。

五是完善主管部门考核制度，避免考核成为形式。首先，

建议部门制定相应考核制度。地管所针对平安大道东延及广

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目制定考核细则及考核办法，水利局应

针对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项目制定相应考核制度；其次，严

格执行考核制度，加强对项目承包公司的考核。建议交通局、

林业局在对养护人员养护质量进行考核的同时，增加对承包

公司的考核，明确承包公司职责权限、考核区域和考核流程，

养护管理小组人员每月定期专门组成检查评比小组对养护

企业进行综合考核，每季度进行现场评比，每年进行年终考

核评比，建议水利局按照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农业公

园、鹭鸣湖、贾鲁河）项目考核制度的要求，完善具体的评

分记录；最后，丰富考核方式，增加结果约束力。建议林业

局、公路局针对考核结果在通报批评、颁发小红旗等方式的

基础上，把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建立奖惩机制，将考核结

果较差区队及人员进行罚款，考核结果较好的区队或个人进

行物质或财物奖励，提高考核结果威慑作用。

六是提高主管部门巡查监管力度，加大养护人员作业规

范性。明确各主管部门巡查时间。建议公路局、交通局、园

林绿化中心道班负责人分别在工作日 7:00-11:00 下午

15:00-18:00之间，对道路保洁、绿化管养等进行检查，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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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养护工人道路保洁、绿化管养质量外，还应检查养护工作

人员是否穿戴工作服，是否有按规定开展养护工作等。同时

建议道班负责人保存完善早会签到和晚上下班签到记录，保

证养护人员足时工作。

（四）健全主管部门培训及保障机制健全，提高养护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完善养护人员劳动保障，提高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

建议地管所与所有养护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针对

养护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完善对养护人员的劳动保障。建议

各主管部门按照劳动协议，及时为养护工作人员发放劳动工

资，避免因劳动工资发放不及时，造成养护人员流失，无人

进行养护工作、养护质量不高等情况。

二是强化员工技能培训，提高城区道路、廊道养护质量。

建议公路局、地管所、住建局、水利局、林业局、交通局相

关科室负责人要求区队或道班负责人丰富养护工作人员培

训形式及培训内容，每季度或每月定期组织养护工人分批进

行业务培训。可通过录制视频或巡查拍照、以照片展示或现

场讲解等形式，将考核标准和考核要求对养护工人进行讲解，

确保各养护工人理解到位。同时，强化培训考核反馈。培训

结束后，及时通过现场观察、模拟演练等形式考察养护人员

对培训内容接受程度，并制定下一步培训计划。各主管部门

对培训情况及培训结果做好记录并存档。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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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分表

2.2021年各部门项目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明细表

3.截至 2021年底各部门项目支出明细表

4.各部门项目完成质量情况表

5.各部门问题台账

6.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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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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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A决策

（10）

A1项
目立

项

（2）

A101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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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

于部门履职所需；③项目

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是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划分原则。以上要

素各占 1/3 权重分，符合

得分，否则不得分。

①项目立项符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国家法

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得 1/3权重分；②项目立项与中牟县交通

局、住建局、林业局等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 1/3权重分；③中

牟县道路、廊道养护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是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划分原则，得 1/3权重分。综上，该指标

得 100%权重分。

1.00

A102
立项程

序规范

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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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河南省城市绿地养护标准》的要

求，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 1/3
权重分；②项目每年由各部门相应科室进

行申报，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得 1/3权重分；③该项目均是在项目建设

时期进行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道路、

廊道建设完成后移交给各部门划区域进

行养护，得 1/3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

100.00%权重分。

1.00

A2绩
效目

A201
绩效目

2
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
合理

通用

标准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养护工

根据各部门提供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①

抽查的 13 个项目均有项目绩效目标，得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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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标

（4）
标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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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实际内容具有相关性；

③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

额或资金量相匹配。以上

要素各占 1/3 权重分，符

合得分，抽取的 7个部门，

每有一个部门不符合，扣

除 1/7要素分。

1/3权重分；②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与养护

工作实际内容不具有相关性，例如水利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管理养护经费项目，经济

效益指标设计为“无垃圾堆积、无大量水

面漂浮物、公共卫间投入使用”与经济效

益不相关；园林绿化中心道路绿化工程管

护经费（包含建安路、拥军路养护费）项

目，社会效益指标和生态效益指标混淆设

计，社会效益指标设计为“病虫害防治率”

生态效益指标设计为“改善人居生态环

境”，刚好颠倒，得 23.81%权重分；③每

个项目投资额均是由财政局审核单价乘

以养护面积得出，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

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 1/3权重分，综上，

该指标得 90.47%权重分。

A202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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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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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取的 7个部门，每有一

根据各部门提供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①

各部门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程度不

足，缺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

响指标，不得分；②部分项目无法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例如，林

业局生态廊道养护项目经费，项目绩效目

标缺少具体指标值，得 28.57%权重分；③

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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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个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要素分。

33.33%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 61.90%
权重分。

A3资
金投

入

（4）

A301
预算编

制科学

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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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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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

且按照标准编制；

④项目预算内容与项目实

际养护工作内容、养护工

作量相匹配。以上要素各

占 25%权重分，符合得分，

抽取的 7个部门，每有一

个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要素分。

①根据各部门提供预算编制材料，预算编

制根据财政局审核单价乘以养护面积制

定，但是前期预算编制申报尚未经过科学

论证，不得分；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

匹配，均是按照道路、廊道、园林等养护

内容进行编制，得 25%权重分；③除住建

局之外，交通局、公路局、园林绿化中心、

地管所、林业局实施项目养护标准额度制

定依据不足。得 3.57%权重分；④项目预

算内容与项目实际养护工作内容、养护工

作量相匹配，得 25%权重分。综上，该指

标得 53.57%权重分。

1.07

A302
养护标

准制定

合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养

护标准是否有测

算依据，与养护

工作实际需求是

否相适应，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

预算资金制定标

准的科学性、合

合理
通用

标准

评价要点：①养护标准制

定依据充分；②养护标准

制定，充分结合本部门实

施项目具体情况，与本地

区政策引导目标保持一

致；③养护标准额度合理，

与本部门实施项目承担任

务相匹配。以上各占 1/3

根据各部门提供养护标准基础数据表及

实地座谈了解：①抽查的项目中，仅有水

利局、住建局实施项目参考《中牟县人民

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6〕12号）进

行编制，其他项目未提供相应养护标准参

照文件，养护标准制定依据不够充分，仅

与郑州周边县（市）电话沟通其养护标准，

然后进行制定，得 9.52%权重分；②养护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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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理性情况。 权重分，符合得分，否则

每发现一个主管部门不符

合，扣除 1/7 要素分。具

备一个评价要点，得到指

标分值的 50%。

标准制定，充分结合本部门实施项目具体

情况，与本地区政策引导目标保持一致，

得 33.33%权重分；③同类型项目各标准不

够统一，额度合理性难以衡量，得 4.76%
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 47.61%权重分。

B过程

（25）

B1资
金管

理

（12
）

B101
资金到

位率

3

实际到位资金与

预算资金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资金落实情

况对项目实施的

总体保障程度。

100
%

通用

标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

金/预算资金）×100%。实

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

年度或项目期）内财政部

门落实到各主管部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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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为

100%得满分，否则资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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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100%，

且对项目开展造成不良影

响，得分等于 0。

根据各部门提供预算资金批复文件：根据

《中牟县财政局 关于批复 2021年县直部

门收支预算的通知》（牟财预〔2021〕1
号）等资金批复文件，2021年度中牟县道

路、廊道养护资金共计 19,167.76 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 11,231.91 万元，资金到位

率为 58.60%，得 58.60%权重分。

1.76

B102
预算执

2
项目预算资金是

否按照计划执

100
%

通用

标准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

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根据各部门提供项目资金支出明细表：

2021年度中牟县道路、廊道养护资金实际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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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行率 行，用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预算执

行情况。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

（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

目实际拨付的资金。预算

执行率达 100%得满分权

重分，否则根据实际支出

情况得分。即指标分值=
权重分值*预算执行率。

到位 11,231.91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1,131.3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10%，

得 99.10%权重分。

B103
财务管

理制度

健全性

2

考察主管部门财

务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管理

制度对资金规

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

健全
通用

标准

①各主管部门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道路保洁及绿

化、廊道、路灯、湿地公

园、扬尘治理等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②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以上要素各

占 50%权重分，符合得分，

否则每发现一个主管部门

不符合，扣除 1/7要素分。

根据各部门提供财务管理相关材料：①各

主管部门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道路保洁

及绿化、廊道、路灯、湿地公园、扬尘治

理等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例如《中牟县水

利局财务管理制度》《中牟县园林绿化中

心财务管理制度》《中牟县交通运输局财

务管理办法》《中牟县公路局预算管理内

部控制制度》《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 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等，针对项目资金申请、

使用进行明确规定得 50%权重分；②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

规定，得50%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100%
权重分。

2.00

B104
财务监

控有效

2
项目实施单位是

否为保障资金的

安全、规范运行

有效
通用

标准

①各主管部门制定或具有

相应的财政监督检查和审

计制度建设；

根据各部门提供财务监督管理相关材料：

①住建局制定有《财务监督管理制度》《中

牟县公路局 资金监管制度》《中牟县地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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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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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各主管部门财务科室组

织开展财政监督检查和审

计，出具检查和审计成果；

③各业务科室对于检查发

现的问题整改到位。以上

要素各占 1/3 权重分，符

合得分，否则每发现一个

主管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要素分。

方公路管理所 资金监管规定》，对资金

使用、报销、采购进行明确规定，但截至

评价期结束，其他 4个部门制定相应财政

监督检查等制度，得 14.28%权重分；②截

至评价期结束，评价组未获取各主管部门

财务科室组织开展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

出具检查和审计成果的材料，不得分；③

截至评价期结束，评价组未获取各部门对

于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相关材料，不

得分。综上，该指标得 14.28%权重分。

B105
资金使

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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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郑州市生态廊道

建设管理办法》等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生态廊道建

设管理经费按属地原则及

市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纳入

市、县 （市、区、管委会）

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主要

用于生态廊道的规划、建

设、运行管理、维修养护

及工作经费等。②资金支

出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③资金使用符合项目

根据各部门资金支出明细：①资金使用符

合国家财经法规和《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

管理办法》等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生态廊

道建设管理经费按属地原则及市有关部

门职责分工纳入市、县 （市、区、管委

会）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主要用于生态廊

道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维修养护及

工作经费等，得 25%权重分；②资金的支

出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25%权重

分；③部分部门资金使用不够规范，例如

公路局用于电脑维修耗材、慈善捐款、墙

体粉刷、购买打印粉盒等、差旅费、代付

2020年独生子女费、宣传电影、报纸订阅、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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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

途；④资金使用不存在截

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以上要素各占

25%权重分，符合得分，

每发现一个主管部门不符

合，扣除 1/7 要素分。其

中④不符合，该指标总体

不得分。

机关电费水费、发放精神文明奖、发放退

休人员工资等；园林绿化中心资金用于购

置空调、办公桌、三八节购图书卡、购办

公椅子、采购办公柜、读书活动竞赛视频

制作等；水利局资金用于电脑配件支出、

垃圾袋支出、硒鼓、粉盒等支出以及橱柜

支出支出属养护计划以外，得 14.28%权重

分；④资金使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得 25%权重分。综上，

该指标得 75%权重分。

B2组
织实

施

（13
）

B201
项目管

理制度

健全性

2

考察项目主管部

门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和业

务管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的保

障情况。

健全
通用

标准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养

护管理制度、项目实施方

案、养护考核等制度（道

路及绿化保洁、养护，廊

道绿化、公路、园林等水

系养护制度）；②养护管

理制度包括养护主体、权

责划分、养护内容、养护

要求、检查考核等方面。

以上要素各占 1/2权重分，

符合得分，每发现一个主

管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要素分。

根据各部门提供养护管理相关材料：①园

林绿化中心制定有《绿化廊道养护标准》、

住建局制定《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绿

化管理养护标准》、交通局制定《绿化廊

道养护标准》、公路局制定《公路养护安

全作业规程》、地管所制定《中牟县地方

公路管理所 广惠街平安大道农村公路道

路养护标准》、住建局制定《中牟县生态

廊道精细化管理工作方案》、水利局制定

《水系养护制度汇编（贾鲁河养护管理制

度汇编）》等，同时制定有《廊道管理养

护考核细则》《中牟县园林绿化中心百分

考核制度实施细则》《中牟县地方公路管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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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理所 2021 年度道路养护管理考评细则》

等，但是园林绿化中心缺少所负责项目养

护实施方案、交通局缺少道路保洁项目及

景观绿化项目养护实施方案、养护标准设

计较为笼统、地管所缺少平安大道东延及

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目制定养护管理

制度、实施方案，得 16.66%权重分；②养

护管理制度包括养护主体、权责划分、养

护内容、养护要求、检查考核等方面，得

50%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 66.66%权重

分。

B202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3

项目实施是否符

合相关管理规

定，用以反映和

考核相关管理制

度的有效执行情

况。

有效
通用

标准

①项目实施符合项目实

施、考核等相关制度规定；

②项目合同书等资料齐全

并及时归档（例如考核结

果材料、道路、廊道、公

园等运维记录等）；③项

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

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

位。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

重分，符合得分，每发现

一个主管部门不符合，扣

除 1/7要素分。

①项目实施符合项目实施、考核等相关制

度规定，得 25%权重分；②经评价组实地

核查，项目不涉及调整，得 33.33%权重分；

③项目合同书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但

部分项目实施未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

例如公路局按照《郑州市公路管理局快速

通道及国省干线公路扬尘治理实施方案》

的要求，要求每日进行监督检查，每月 25
日前将本月工作总结及达标完成情况报

给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汇总后统一上报给委领导小组办公室，但

中牟县公路局未严格执行；二是，养护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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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工作人员每天上午十一点前报送前一天

和当天上午督查情况，四点前报委工作处

领导，但尚未实施该工作，根据交通局制

定廊道养护管理制度要求，每月 25 号由

廊道办全体对每个养护组进行巡查评比，

对廊道管理差的进行通报批评，但交通局

一年就进行了两到三次巡查评比，未落实

廊道养护管理制度。同时要求每天进行督

导工作，做好每日巡查记录，但交通局一

周两到三次巡查，没有每天对养护工作进

行督导监管。得 23.81%权重分；④项目实

施的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但

部分部门实施人员不到位，根据交通局制

定养护制度，上午养护时间为 7:00-11:00，
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见到养护人员进

行廊道养护工作，得 28.57%权重分。综上，

该指标得 85.71%权重分。

B203
考核管

理规范

性

4

主要考察各部门

是否已制定对养

护、保洁工作的

考核标准

健全
通用

标准

①各部门已制定对养护、

保洁工作人员考核管理制

度，考核管理制度清晰、

细化、可衡量；

②各部门按照考核标准对

承包公司或工作人员进行

①根据各部门提供《中牟县园林绿化中心

百分考核制度实施细则》《中牟县交通运

输局 绿化项目养护、考评及监督制度》

《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绿化管理养

护考评细则》《关于开展 2021 年第三季

度干线公路养护工作检查的通知》《中牟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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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月度考核；

③考核结果能够得到实际

应用，与发放资金相挂钩。

以上要素各占 1/3权重分，

符合得分，每发现一个主

管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要素分。

县地方公路管理所 2021 年度道路养护管

理考评细则》等考核制度，各部门已制定

对养护、保洁工作人员考核管理制度，考

核管理制度清晰、细化、可衡量，得 33.33%
权重分；②各部门按照考核标准对工作人

员进行月度考核，但是部分部门未对承包

公司进行考核，例如交通局、林业局制定

了廊道管理养护考评细则，要求对廊道养

护工作进行定期评比，并通报，但未对承

包公司及养护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制度落

实不到位，得 23.81%权重分；③考核结果

能够得到实际应用，但部分部门考核结果

未与发放资金相挂钩，例如公路局、交通

局、林业局仅有考核、评比，评比结果仅

通报批评，对于排名较低的区队及养护人

员没有实质性地约束作用，得 19.05%权重

分。综上，该指标得 76.19%权重分。

B204
政府采

购程序

规范性

2

考察项目采购流

程是否合规，合

同签订内容、签

订流程等相关内

容是否规范、合

理。

规范
通用

标准

①采购活动按照政府采购

相关限额标准采用合适采

购方式；②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履行招投标手续；③

合同内容全面，对实施期

限、实施内容、双方职责

根据评价组实地核查，仅有交通局、林业

局、住建局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养

护工作，因此仅考察该三个部门采购程序

规范性：①采购活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限

额标准采用合适采购方式，得 25%权重

分；林业局委托下属国有公司进行养护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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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④合同签订过程中审批程

序、签订形式规范，及时

完成合同的签订，严格依

据合同条例执行合同管

理。以上要素各占 25%权

重分，符合得分，每发现

一个主管部门不符合，扣

除 1/7要素分。

作，但是公司的选择未进行相应招标，采

购程序不够规范，不得分；③合同内容全

面，对实施期限、实施内容、双方职责等

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得 25%权重分；④

合同签订过程中审批程序、签订形式规

范，及时完成合同的签订，但部分项目未

严格依据合同条例执行合同管理，例如，

交通局与河南元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合同，合同约定第一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30%，截至评价期结束，该公司费用尚未

支付，林业局与林业县林木种子站、中牟

县林工商公司等签订生态廊道绿化工程

养护合同，约定每 3个月支付一次承包金，

承包金额均尚未支付完毕，得 8.33%权重

分。综上，该指标得 58.33%权重分。

B205
组织分

工明确

性

2

考察项目涉及的

相关责任主体分

工是否明确，是

否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开展落实相

关工作。

明确
通用

标准

①各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职能分工及职责范围划

分明确；②各部门协同配

合，未发生因沟通协作影

响项目建设开展情形。以

上要素各占 50%权重分，

符合得分，每发现一个主

管部门不符合，扣除 1/7

①各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自己负

责区域进行养护工作，职能分工及职责范

围划分明确，得 50%权重分；②各部门协

同配合，未发生因沟通协作影响项目建设

开展情形，得 50%权重分。综上，该指标

得 100%权重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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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要素分。

C产出

（35）

C1产
出数

量

（21
）

C101
道路保

洁及绿

化养护

工作完

成率

6
主要考察各部门

道路养护工作完

成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道路保洁及养护：①道路

保洁面积（平方米）；②

道路保洁数量（条）；③

道路保洁配置人数（人）；

④道路养护里程数完成率

（公里）；⑤道路挖补坑

槽数量（平方米）；⑥更

换窨井盖数量（套）；⑦

维修水井数量（座）；⑧

道路灌缝（米）；⑨处理

龟裂（平方米）；⑩处理

沉陷（平方米）；⑪养护

道路脱皮（平方米）；⑫

处理水毁坑洞（平方米）；

⑬整修路肩边坡（平方

米）；⑭路肩培土（平方

米）；⑮新增和养护护栏

（米）；⑯新增道路安全

警示牌（块）；⑰路灯维

修数量（盏）；⑱变压器

安装数量（盏）。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⑲绿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道路

保洁及养护完成情况①道路保洁面积计

划完成9383070平方米，实际完成9383070
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

②道路保洁数量计划完成 44 条，实际完

成 44条，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

③道路保洁配置人数计划 408人，实际配

置 408人，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

④道路养护里程数计划完成 477.249 公

里，实际完成 477.346 公里，完成率

100.02%，得 3.70%权重分；⑤道路挖补坑

槽数量计划完成 61572.33平方米，实际完

成 61572.33 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⑥更换窨井盖数量计划完

成 371套，实际完成 371套，完成率 100%，

得 3.70%权重分；⑦维修水井数量计划完

成 42座，实际完成 42座，完成率 100%，

得 3.70%权重分；⑧道路灌缝计划完成

10491.8米，实际完成 10491.8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⑨处理龟裂计划

完成 24906.58平方米，实际完成 24906.58
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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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化养护面积完成率（平方

米）；⑳绿化养护人数配

置数量（人）；㉑绿化施

肥数量（吨）；㉒绿化浇

水数量（台班）；㉓维修

绿化灌溉设施（维修水井）

（座）；㉔更换绿化灌溉

设施（阀门）（处）；㉕
修剪路树（株）；㉖绿化

补植（平方米）；㉗病虫

害防治（平方米）。以上

要素各占 1/27权重分，【完

成率=实际完成数量/计划

完成数量】*100%，完成

率在 100%-130%得满分权

重分；完成率不足 100%，

指标分值=权重分值*完成

率；完成率大于 130%，每

超出 1%，扣除相应要素权

重分 10%，扣完为止。

⑩处理沉陷计划完成 1663.86平方米，实

际完成 1663.86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⑪养护道路脱皮计划完成

2389.5平方米，实际完成 2389.5平方米，

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⑫处理水

毁坑洞计划完成 6246.05平方米，实际完

成 6246.05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
权重分；⑬整修路肩边坡计划完成 637945
平方米，实际完成 637945 平方米，完成

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⑭路肩培土计

划完成 8741平方米，实际完成 8741平方

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⑮新

增和养护护栏计划完成 2568 米，实际完

成 2568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

分；⑯新增道路安全警示牌计划完成 3722
块，实际完成 3722块，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⑰路灯维修数量计划完成

1409盏，实际完成 1409盏，完成率 100%，

得 3.70%权重分；⑱变压器安装数量计划

完成 39盏，实际完成 39盏，完成率 100%，

得 3.70%权重分。道路两侧绿化养护情况：

⑲绿化养护面积计划完成 5343051 平方

米，实际完成 5343051 平方米，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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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100%，得 3.70%权重分；⑳绿化养护人数

配置数量计划完成 504人，实际完成 504
人，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㉑绿

化施肥数量计划完成 98吨，实际完成 98
吨，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㉒绿

化浇水数量计划完成 1277 台班，实际完

成 1277台班，完成率 100%，得 3.70%权

重分；㉓维修绿化灌溉设施（维修水井）

计划完成 103 座，实际完成 98 座，完成

率 95.15%，得 3.52%权重分；㉔更换绿化

灌溉设施（阀门）计划完成 2798 处，实

际完成 2812处，完成率 100.50%，得 3.70%
权重分；㉕修剪路树计划完成 34364株，

实际完成 37564株，完成率 109.31%，得

3.70%权重分；㉖绿化补植计划完成 18780
平方米，实际完成 18780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㉗病虫害防治计

划完成3592999平方米，实际完成3592999
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3.70%权重分。

综上，得 99.82%权重分。

C102
廊道绿

化养护

7
主要考察各部门

廊道绿化养护工

作完成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廊道养护面积（平方

米）；②廊道养护数量

（条）；③廊道养护配置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①廊

道养护面积计划完成 16844870 平方米，

实际完成 16844870平方米，完成率 100%，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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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工作完

成率

人数（人）；④修剪廊道

树数量（株）；⑤廊道绿

化施肥数量（吨）；⑥廊

道绿化浇水和排涝数量

（台班）；⑦廊道绿化补

植数量（株）；⑧廊道环

境卫生清理数量（处）；

⑨防火检查数量（次）；

⑩廊道内设施，水体的管

理及维护数量（处）；⑪

病虫害防治（平方米）。

以上要素各占 1/11 权重

分，【完成率=实际养护数

量/计划养护数量】*100%，

完成率在 100%-130%得满

分权重分；完成率不足

100%，指标分值=权重分

值*完成率；完成率大于

130%，每超出 1%，扣除

相应要素权重分 10%，扣

完为止。

得 9.09%权重分；②廊道养护数量计划 92
条，实际完成92条，完成率100%，得9.09%
权重分；③廊道养护配置人数计划 2348
人，实际 2348人，完成率 100%，得 9.09%
权重分；④修剪廊道树数量计划完成

509300株，实际完成 511423株，完成率

100.42%，得 9.09%权重分；⑤廊道绿化施

肥数量计划完成 450吨，实际完成 450吨，

完成率 100%，得 9.09%权重分；⑥廊道绿

化浇水和排涝数量计划完成 304台班，实

际完成 300台班，完成率 98.68%，得 8.97%
权重分；⑦廊道绿化补植数量计划完成

76770 株，实际完成 78770 株，完成率

102.61%，得 9.09%权重分；⑧廊道环境卫

生清理数量计划完成720处，实际完成810
处，完成率 112.5%，得 9.09%权重分；⑨

防火检查数量计划完成 262次，实际完成

267次，完成率 101.91%，得 9.09%权重分；

⑩廊道内设施，水体的管理及维护数量计

划完成 759处，实际完成 798处，完成率

105.14%，得 9.09%权重分；⑪病虫害防治

计划完成 19196000 平方米，实际完成

19196000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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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权重分。综上，得 99.88%权重分。

C103
扬尘治

理工作

完成率

2
主要考察道路扬

尘治理工作完成

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道路扬尘治理养护面积

（平方米）；②道路洒扫

次数（次）；③冲洗车配

置数量（辆）；④冲洗车

环卫工人辅助作业人数每

辆车不低于 2 人。以上要

素各占 1/4 权重分，【完

成率=实际养护数量/计划

养护数量】*100%，完成

率在 100%-130%得满分权

重分；完成率不足 100%，

指标分值=权重分值*完成

率；完成率大于 130%，每

超出 1%，扣除相应要素权

重分 10%，扣完为止。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①道

路扬尘治理养护面积计划完成 9136200平
方米，实际完成 9136200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25%权重分；②道路洒扫次数计

划完成 24604次，实际完成 24604次，完

成率 100%，得 25%权重分；③冲洗车配

置数量计划完成 72辆，实际完成 72辆，

完成率 100%，得 25%权重分；④冲洗车

环卫工人辅助作业人数 70 人，每辆车不

低于 2人，得 25%权重分。综上，得 100%
权重分。

2.00

C104
湿地公

园等水

系养护

工作完

成率

6
主要考察湿地公

园等水系养护工

作完成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湿地公园养护面积（平

方米）；②湿地公园养护

工人配置人数（人）；③

湿地公园公厕养护数量

（座）；④湿地公园湖体

养护面积（平方米）；⑤

绿化及铺装面积（含山体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①湿

地公园养护面积计划完成 3193231 平方

米，实际完成 3193231 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分；②湿地公园养

护工人配置人数计划 457人，实际 457人，

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分；③湿地

公园公厕养护数量计划完成 29 座，实际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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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绿化）（平方米）；⑥湿

地公园内照明路灯养护数

量（盏）；⑦湿地公园道

路小修养护数量（处）；

⑧湿地公园道路养护数量

（条）；⑨湿地公园绿化

养护面积（平方米）。以

上要素各占 1/9 权重分，

【完成率=实际养护数量/
计划养护数量】*100%，

完成率在 100%-130%得满

分权重分；完成率不足

100%，指标分值=权重分

值*完成率；完成率大于

130%，每超出 1%，扣除

相应要素权重分 10%，扣

完为止。

完成 29座，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

分；④湿地公园湖体养护面积计划完成

736174.1平方米，实际完成 746174.1,平方

米，完成率 101.36%，得 11.11%权重分；

⑤绿化及铺装面积（含山体绿化）计划完

成 2186447平方米，实际完成 2186447平
方米，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分；

⑥湿地公园内照明路灯养护数量计划完

成 3061 盏，实际完成 3061 盏，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分；⑦湿地公园道

路小修养护数量计划完成 188处，实际完

成 188处，完成率 100%，得 11.11%权重

分；⑧湿地公园道路养护数量计划完成

277条，实际完成 277条，完成率 100%，

得 11.11%权重分；⑨湿地公园绿化养护面

积计划完成 1891100 平方米，实际完成

1891100平方米，完成率 100%，得 11.11%
权重分。综上，得 100%权重分。

C2产
出质

量

（14
）

C201
道路养

护质量

合格率

4
主要考察各部门

道路养护质量达

标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落实“双 10”标准（保

洁周期不超过 10分钟，每

平米积尘不超过 10克）；

②可视范围内无积存垃

圾；③二转车全密闭运输，

经评价组实地核查公路局发现（其他部门

负责道路两边廊道养护，不涉及道路保

洁）：①道路及廊道保洁未落实“双 10”
标准（保洁周期不超过 10 分钟，每平米

积尘不超过 10克）情况核查中，不得分；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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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车容整洁；④路面具有足

够的强度及平整度；⑤及

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

坑槽；⑥填灌水泥混凝土

路面的裂缝和纵横接缝；

⑦做到平整、完好、整洁，

无积水，横坡适度、排水

畅通，道路畅通。以上要

素各占 1/7 权重分，每有

一处项目符合以上得相应

权重分，每发现一处不符

合，扣 5%权重分。

②可视范围内存在积存垃圾情况，不得

分；③二转车存在未全密闭运输，不得分；

④路面存在不同层度病害问题，不得分；

⑤未及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坑槽，不

得分；⑥公路局负责道路小修保养、病害

处理修复，但未及时填灌水泥混凝土路面

的裂缝和纵横接缝情况，不得分；⑦未做

到平整、完好、整洁，无积水，横坡适度、

排水畅通，道路畅通，不得分。综上，该

指标不得分。

C202
道路两

侧绿化

养护质

量达标

率

5
主要考察各部门

道路两侧绿化养

护质量达标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绿地保洁无果皮纸屑；

②无塑膜树挂、③无烟蒂

痰迹和积水；④无暴露垃

圾、无人畜粪便；⑤路牙

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⑥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

树叶、无杂草和废纸；⑦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

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

为；⑧边角净、路面净；

⑨果皮箱净、⑩设施标牌

实地核查公路局、交通局、林业局道路、

廊道绿化养护情况（其他部门不涉及相应

项目）：①发现均存在果皮纸屑情况，不

得分；②无塑膜树挂情况核查中，交通局

1个部门未达标，扣 5%权重分，得 8.64%
权重分；③均存在烟蒂痰迹和积水情况，

不得分；④均存在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情况核查中，不得分；⑤存在路牙无泥沙

绿地无碎砖石情况核查中，不得分；⑥水

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

纸情况核查中，交通局 1个部门未达标，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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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净；⑪绿化管养基本达到

黄土不露天。符合以上得

相应权重分，每发现一处

不符合，扣 5%权重分。

扣 5%权重分，得 8.64%权重分；⑦未存在

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

污物行为情况，得 9.09%权重分；⑧均存

在边角不干净、路面不干净情况核查中，

不得分；⑨均存在果皮箱不干净，未及时

清掏垃圾行为，不得分；⑩公路局负责道

路小修保养及病害处理，存在设施标牌不

干净情况，不得分；⑪均存在绿化带黄土

裸露情况，不得分。综上，得 26.37%权重

分。

C203
湿地公

园等水

系养护

及廊道

绿化带

绿化养

护质量

达标率

5

主要考察各部门

公园、游园、广

场及廊道绿化带

绿化养护质量达

标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维护及时，无缺株死株；

②在正常的生长条件下，

无黄叶、焦叶、卷叶和落

叶；③枝叶受害率在 10%
以下；④枝干受害率在 5%
以下；⑤每月修剪苗木不

小于 4 次；⑥枯死枝、内

膛乱枝、交叉枝、平行枝、

横跨枝、下垂枝、衰弱枝、

劈裂枝、病虫枝和其他影

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

率在 95%以上；⑦春、夏、

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少

根据实地核查情况统计：①均存在维护及

时，缺株死株情况，不得分；②在正常的

生长条件下，存在黄叶、焦叶、卷叶和落

叶情况，不得分；③各部门均达到枝叶受

害率在 10%以下，得 6.25%权重分；④各

部门均达到枝干受害率在 5%以下，得

6.25%权重分；⑤每月修剪苗木不小于 4
次，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重分；

⑥枯死枝、内膛乱枝、交叉枝、平行枝、

横跨枝、下垂枝、衰弱枝、劈裂枝、病虫

枝和其他影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率在

95%以上，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

重分；⑦春、夏、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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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于 2 次；⑧树冠下、树穴

内无垃圾、砖石瓦砾、干

枝枯叶及其它废弃物；⑨

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

于 5次，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⑩冷季型草坪每

年修剪不少于 15次，成坪

高度保持在 6-8 厘米；⑪

园区内做到干净整洁，无

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⑫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

条件良好，无明显臭味，

各项设施完好，能正常使

用；⑬路标、果皮箱、座

椅等干净整洁，完好率在

98%以上；

⑭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

好率在 98%以上，每年油

漆一遍；⑮路灯、射灯等

各种灯饰保持清洁，设施

完好率 99%；⑯喷灌、喷

泉运行良好，压力正常，

喷头转动灵活，及时维修，

少于 2次，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

重分；⑧存在树冠下、树穴内无垃圾、砖

石瓦砾、干枝枯叶及其它废弃物情况，不

得分；⑨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于 5次，

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各部门全部达

标，得 6.25%权重分；⑩冷季型草坪每年

修剪不少于 15 次，成坪高度保持在 6-8
厘米，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重分；

⑪园区内做到干净整洁，无暴露垃圾，无

卫生死角，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

重分；⑫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良好，

无明显臭味，各项设施完好，能正常使用，

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重分；⑬路

标、果皮箱、座椅等干净整洁，完好率在

98%以上，各部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

重分；⑭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好率在

98%以上，每年油漆一遍，各部门全部达

标，得 6.25%权重分；⑮路灯、射灯等各

种灯饰保持清洁，设施完好率 99%，各部

门全部达标，得 6.25%权重分；⑯喷灌、

喷泉运行良好，压力正常，喷头转动灵活，

及时维修，完好率 98%，各部门全部达标，

得 6.25%权重分。综上，得 81.25%权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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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完好率 98%。以上要素各

占 1/16权重分，每发现一

处不符合，扣 5%权重分。

D效益

（30）

D1经
济效

益

（6）

D101
带动养

护工人

收入年

均增长

率

3

主要考察项目实

施是否养护工人

年均可支配收入

情况

＞0
计划

标准

2019-2021年度：

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年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0，得满分，

反之每降低 1%，扣除 5%
权重分。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2019
年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

2101元，2020年 2107.5元，2021年 2473.2
元，养护工作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率为 5.59%，得 100%权重分。

3.00

D102
带动投

资环境

改善度

3

主要考察项目实

施是否改善投资

环境，增加招商

引资企业

≧90
%

计划

标准

评价要点：

通过问卷调查，有 90%的

中牟县居民认为该项目有

明显带动投资环境改善，

得满分权重分，反之每降

低 1%，扣除 10%权重分，

扣完为止。

通过问卷调查，有 89.71%的中牟县居民认

为该项目实施有明显带动投资环境改善，

其中 61.93%的人认为很明显带动投资环

境改善，27.78%的人认为较明显带动投资

环境改善，得 97.1%权重分。

2.91

D2社
会效

益

（8）

D201
项目带

动就业

人数增

长率

4
主要考察项目实

施是否带动当地

就业人数

＞0
计划

标准

养护工人就业人数增长率

=（2021 年养护工人就业

人数-2020 年养护工人就

业人数）/2020年养护工人

就业人数*100%。养护工

人就业人数增长率≥0，得

满分权重分，否则每降低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2020
年养护工人就业人数 3390 人，2021 年

4009 人，养护工人就业人数增长率为

18.26%，得 100%权重分。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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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1%，扣除 5%权重分，扣

完为止。

D202
道路有

责安全

事故发

生情况

2

评价项目实施对

道路安全事故发

生情况的影响，

用以反映项目社

会效益。

0次
通用

标准

2019-2021年度：道路未发

生有责安全重大事故。每

个部门各占 1/7 权重分。

未发生道路有责安全事故

发生的得满分权重分，发

生一次道路有责安全事

故，该项指标不得分。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

2019-2021 年度，七个部门道路有责安全

重大事故发生均为 0次，得 100%权重分。

2.00

D203
中牟县

形象提

升率

2
主要考察项目实

施是否对中牟县

形象有所提升

提升
计划

标准

考察道路、廊道养护工作

实施对中牟县形象提升等

方面有简报、汇报材料、

新闻媒体报道材料。每有

一次事例得 0.5分，上限 2
分

根据各部门提供对中牟县形象提升等方

面有简报、汇报材料、新闻媒体报道材料：

1.《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1年度月季

花杯竞赛活动评比结果的通报》（郑政文

〔2022〕22号）中牟县在月季花杯竞赛活

动评比获得金杯荣誉；2.根据《郑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省会铁路沿线、生态

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及出

入口区域绿化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通报》，中牟县人民政府获得先进集体

的荣誉；3.根据《郑州市园林局 关于命名

2021 年度市级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的通

报》，中牟县郑东碧桂园陶园小区、万科

荣成兰园小区、亚新美好天境苑小区获得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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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郑州市 2021 年度市级园林小区。综上，

该指标得 75%权重分。

D3生
态效

益

（3）

D301
空气质

量改善

情况

3
主要考察通过推

进养护项目对生

态保护提升情况

100
%

计划

标准

①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80
天；

②2021年细颗粒物(P㎡.5)
浓度≦2020年细颗粒物(P
㎡.5)浓度；

③2021 年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2020 年可

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以上要素各占 1/3权重分。

达到目标值，得满分权重

分，否则不得分。

根据各项目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表：①

202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 301天，得

33.33%权重分；②2021 年细颗粒物（P
㎡.5）浓度为 25.33微克/立方米≦2020年
细颗粒物(P㎡.5）浓度 51 微克/立方米，

得 33.33%权重分；③2021 年可吸入颗粒

物(PM10）浓度为 54.33 微克 /立方米≦

2020 年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84 微

克/立方米，得 33.33%权重分。综上，得

100%权重分。

3.00

D4可
持续

影响

（5）

D401
养护人

员培训

机制健

全性

3
考核各环卫公司

是否对环卫人员

进行定期培训

健全
通用

标准

评价要点：

①各项目实施单位或承包

公司对养护工作人员已制

定相关培训文件或者培训

制度；

②定期对养护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且有培训记录；

③培训资料和培训记录保

存完整。以上要素各占 1/3
权重分，符合得分，否则

①除园林绿化中心外，其他部门均缺少对

养护工作人员制定相关培训文件，例如养

护人员培训课件，技能培训等，得 4.76%
权重分；②除园林绿化中心外，其他部门

对养护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得 4.76%
权重分；③截至评价期结束，除园林绿化

中心外，评价组未获取其他部门培训资料

和培训记录，得 4.76%权重分。综上，该

指标得 14.28%权重分。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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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每发现一个部门不符合，

扣除相应 1/7要素分。

D402
养护、

运维档

案管理

健全性

2

考察中牟县各主

管部门对实施项

目运营维护档案

管理是否健全。

健全
通用

标准

①各主管部门或承接公司

能够将项目实施过程中督

导记录资料归档并保存完

整；②各主管部门或承包

公司应将管理工作中采集

的各种信息、资料（养护

工人名单、考核结果材料、

道路及绿化、廊道、路灯、

湿地公园管护记录等）及

时做好分析整理和归档保

存。以上要素各占 50%权

重分，符合得分，否则每

发现一个部门不符合，扣

除相应 1/7要素分。

①根据部门提交道路、廊道巡查记录、考

核记录、巡查台账等材料，各主管部门能

够将项目实施过程中督导记录资料归档

并保存完整，得 50%权重分；②各主管部

门或承包公司应将管理工作中采集的各

种信息、资料（养护工人名单、考核结果

材料、道路及绿化、廊道、路灯、湿地公

园管护记录等）及时做好分析整理和归档

保存，得50%权重分。综上，该指标得100%
权重分。

2.00

D5服
务对

象满

意度

（8）

D501
中牟县

辐射群

众满意

度

4

考察道路、廊道、

公园使用群体对

项目养护的满意

度。

≥90
%

通用

标准

满 意 度 =[( 非 常 满 意

×100%+比较满意×80%+
一 般 满 意 ×60%+ 无 感

×40%+不太满意×20%+非
常不满意×0)]/满意度问题

回答总数×100%。中牟县

辐射群众满意度达 90%得

通过对道路、廊道、公园使用群体满意度

问卷调查，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1,182
份，整体满意程度为 89.7%，综上，该指

标得 98.5%权重分。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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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

值

评价

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满分权重分，否则每降低

1%，扣除 5%权重分，扣

完为止。

D502
养护工

作人员

满意度

4

考察道路保洁、

绿化、廊道等养

护工作人员对项

目实施的满意

度。

≥90
%

通用

标准

满 意 度 =[( 非 常 满 意

×100%+比较满意×80%+
一 般 满 意 ×60%+ 无 感

×40%+不太满意×20%+非
常不满意×0)]/满意度问题

回答总数×100%。中牟县

辐射群众满意度达 90%得

满分权重分，否则每降低

1%，扣除 5%权重分，扣

完为止。

通过对道路保洁、绿化、廊道等养护工作

人员满意度问卷调查，共发放并回收有效

问卷 360份，整体满意程度为 71.87%，综

上，该指标得 9.35%权重分。

0.37

合计 100 — — — — — 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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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各部门项目实施内容及完成情况明细表

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道路

保洁

及绿

化养

护工

作完

成情

况

道路保洁

及绿化养

护（万㎡）

590.
325

590.3
25

— —
555.6
7567

555.6
7567

— — — — — —
224.5
47

224.
547

1,472
.62

1,472
.62

100.
00%

道路保洁

面积（㎡）

5139
443

5139
443

— —
3996
756.7

3996
756.7

— — — — — —
2468
70

2468
70

9383
069.7

9383
069.7

100.
00%

道路养护

完成里程

数（公里）

165.
779

165.7
79

— —
252.6
7

252.7
67

— — — — — — 58.8 58.8
477.2
49

477.3
46

100.
02%

道路挖补

坑槽数量

（㎡）

92.3
3

92.33 — —
6136
0

6136
0

— — — — — — 120 120
6157
2.33

6157
2.33

100.
00%

更换窨井

盖数量

（套）

115 115 — — 230 230 — — — — — — 26 26 371 371
100.
00%

维修水井

数量（座）
25 25 — — 7 7 — — — — — — 10 10 42 42

100.
00%

道路灌缝

（m）

6935
.8

6935.
8

— — 2870 2870 — — — — — — 686 686
1049
1.8

1049
1.8

100.
00%

处理龟裂

（㎡）

2796
.58

2796.
58

— —
2100
0

2100
0

— — — — — — 1110 1110
2490
6.58

2490
6.58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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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处理沉陷

（㎡）

68.8
6

68.86 — — 50 50 — — — — — — 1545 1545
1663.
86

1663.
86

100.
00%

养护道路

脱皮（㎡）
39.5 39.5 — — 0 0 — — — — — — 2350 2350

2389.
5

2389.
5

100.
00%

处理水毁

坑洞（㎡）

3606
.05

3606.
05

— — 1580 1580 — — — — — — 1060 1060
6246.
05

6246.
05

100.
00%

整修路肩

边坡（㎡）

2310
0

2310
0

— —
6119
80

6119
80

— — — — — — 2865 2865
6379
45

6379
45

100.
00%

路肩培土

（㎡）
3440 3440 — — 2723 2723 — — — — — — 2578 2578 8741 8741

100.
00%

新增和养

护护栏

（m）

658 658 — — 1600 1600 — — — — — — 310 310 2568 2568
100.
00%

新增道路

安全警示

牌（块）

22 22 — — 2800 2800 — — — — — — 900 900 3722 3722
100.
00%

路灯维修

数量（盏）
— — — — 158 158 — — — — — — 1251 1251 1409 1409

100
%

变压器安

装数量

（盏）

— — — — 38 38 0 0 — — — — 1 1 39 39
100
%



-91-

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绿化养护

面积（㎡）

7638
07

7638
07

— —
1560
000

1560
000

88264
4

8826
44

1380
00

1380
00

— —
1998
600

1998
600

5343
051

5343
051

100.
00%

绿化施肥

数量（吨）
28 28 — — 5 5 40 40 — — 25 25 98 98

100.
00%

绿化浇水

数量（台

班）

92 92 — — 705 705 — — 480 480 1277 1277
100.
00%

维修绿化

灌溉设施

（维修水

井）（座）

25 25 — — 13 13 50 45 1 1 — — 14 14 103 98
95.1
5%

更换绿化

灌溉设施

（阀门）

（处）

343 343 — — 29 29 350 364 40 40 — — 2036 2036 2798 2812
100.
50%

修剪路树

（株）
3264 3264 — —

1500
0

1500
0

5000 8200 200 200 — —
1090
0

1090
0

3436
4

3756
4

109.
31%

绿化补植

（㎡）
3580 3580 — — 4700 4700 3500 3500 1000 1000 — — 6000 6000

1878
0

1878
0

100.
00%

病虫害防

治（㎡）

4540
00

4540
00

— —
3200
00

3200
00

88264
4

8826
44

3000 3000 — —
1933
355

1933
355

3592
999

3592
999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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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廊道

绿化

养护

工作

完成

情况

廊道养护

面积（㎡）
— —

1805
000

1805
000

— —
13350
00

1335
000

2338
000

2338
000

1112
0000

1112
0000

2468
70

2468
70

1684
4870

1684
4870

100.
00%

廊道养护

数量（条）
— — 27 27 — — 6 6 5 5 54 54 — — 92 92

100.
00%

修剪廊道

树数量

（株）

— —
1500
00

1520
00

— — 1000 1123
3548
00

3548
00

— — 3500 3500
5093
00

5114
23

100.
42%

廊道绿化

施肥数量

（吨）

— — 10 10 — — 20 20 — — 400 400 20 20 450 450
100.
00%

廊道绿化

浇水和排

涝数量

（台班）

— — 28 28 — — 30 26 6 6 — — 240 240 304 300
98.6
8%

廊道绿化

补植数量

（株）

— —
2800
0

3000
0

— — 5000 5000 — —
4187
0

4187
0

1900 1900
7677
0

7877
0

102.
61%

廊道环境

卫生清理

数量（处）

— — 260 288 — — 60 122 40 40 — — 360 360 720 810
112.
50%

防火检查

数量（次）
— — 45 50 — — 104 104 12 12 65 65 36 36 262 267

10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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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廊道内设

施、水体

的管理及

维护数量

（处）

— — 40 42 — — 80 117 39 39 490 490 110 110 759 798
105.
14%

病虫害防

治（㎡）
— —

4383
000

4383
000

— —
13350
00

1335
000

2338
000

2338
000

1112
0000

1112
0000

2000
0

2000
0

1919
6000

1919
6000

100.
00%

扬尘

治理

工作

完成

情况

道路扬尘

治理养护

面积（㎡）

5139
443

5139
443

— —
3996
756.7

3996
756.7

— — — — — —
9136
199.7

9136
199.7

100.
00%

道路洒扫

次数（次）
600 600 — —

2400
0

2400
0

— — — — — — 4 4
2460
4

2460
4

100.
00%

冲洗车配

置数量

（辆）

58 58 — — 9 9 — — — — — — 5 5 72 72
100.
00%

湿地公园

养护面积

（㎡）

— —
2419
700

2419
700

— — — —
1500
0

1500
0

— —
7585
30.81

7585
30.8
1

3193
230.8
1

3193
230.8
1

100.
00%

湿地

公园

等水

湿地公园

公厕养护

数量（座）

— — 21 21 — — — — 1 1 — — 7 7 29 29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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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内容
考察要素

公路局 住建局 地管所 园林绿化中心 交通局 林业局 水利局 合计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值

计划

值

完成

率

计划

值

完成

值

完成

率

系养

护工

作完

成情

况

湿地公园

湖体养护

面积（㎡）

— —
5175
00

5275
00

— — — — — — — —
2186
74.1

2186
74.1

7361
74.1

7461
74.1

101.
36%

绿化及铺

装面积

（含山体

绿化）

（㎡）

— —
1902
100

1902
100

— — — —
1500
0

1500
0

— —
2693
46.8

2693
46.8

2186
446.8

2186
446.8

100.
00%

湿地公园

内照明路

灯养护数

量（盏）

— — 2081 2081 — — — — — — — — 980 980 3061 3061
100.
00%

湿地公园

道路小修

养护数量

（处）

— — 106 106 — — — — — — — — 82 82 188 188
100.
00%

湿地公园

道路养护

数量（条）

— — 52 52 — — — — — — — — 225 225 277 277
100.
00%

湿地公园

绿化养护

面积（㎡）

— —
1676
100

1676
100

— — — —
1500
0

1500
0

— —
2000
00

2000
00

1891
100

1891
10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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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截至 2021年底各部门项目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剩余资金

交通局

郑民高速姚家上下道口景观绿化养护费 9 5 5 4

道路廊道绿化养护费 233.8万平方 1,169.00 0.00 0.00 60.00

连霍高速上下道口道路保洁及景观绿化费 120 60 60 1169

小计 — — 1,298.00 65.00 65.00 1,233.00

公路局

G220线（万三路至开封交界）养护经费
路面 55.11万平方；绿

化 3.054万平方；
208 169.55 169.55 38.45

S223线道路保洁及绿化管护费
路面 145.7996万平方；

绿化 49.958万平方
760 560.74 560.74 199.26

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化管护费
路面 58.65万平方；绿

化 10.2万平方
256 205.66 205.66 50.34

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绿化管护
路面 72.32万平方；绿

化 13.56万平方
320 248.97 248.97 71.03

国省道干线公路两侧雨污水等市政设施维护费 158 117.43 117.43 40.57

国省道干线公路小修保养病害处置修复经费 131万平方 316 245.36 245.36 70.64

扬尘治理经费 331.88万平方 825.91 618.82 618.82 248.98

小计 — — 2,843.91 2,166.53 2,166.53 719.27

地管所 广惠街绿化养护费 60 23.66 23.66 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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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剩余资金

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费 2114基 130 50.35 50.35 79.65

扬尘治理经费 385万平方 814 496.09 496.09 317.91

小计 — — 1,004.00 570.10 570.10 433.90

园林绿

化中心

城区公园绿化管养经费 659.74 612.41 612.41 47.33

后期苗圃管护经费 29.4 22.39 22.39 7.01

道路绿化工程管养经费 130.837万平方 787.72 778.02 778.02 9.7

轩城大道和武装部、建安路拥军路绿化管护费 19.156万平方 114.94 114.94 114.94 0

郑开大道（万三路-开封界）绿化管护经费 104.523万平方 627.14 610.09 610.09 17.05

解放路绿化廊道及边分带绿化管护费 9.1082万平方 54.65 49.53 49.53 5.12

爱乡路、东环路等 17条道路绿化养护及设备租

赁经费
9.6752万平方 90.81 34.68 34.68 56.13

小计 — — 2,364.40 2,222.06 2,222.06 142.34

住建局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工程管护费

园建道路 19.4万平方

米；绿化 161.1万平方

米

983.48 652.55 652.55 330.93

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工程等 7个项目景观照

明用电费用
10 9.45 9.45 0.55

郑州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景观照明电费 50 43.05 43.05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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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金额 实际到位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剩余资金

郑州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公用经费 10 2.06 2.06 7.94

郑州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管护经费 1,292.45 742.03 742.03 550.42

郑州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管理人员经费 60 60 60 0

郑州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机械设备经费 36.8 16.97 16.97 19.83

小计 — — 2,442.73 1,526.11 1,526.11 916.62

水利局

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农业公园、鹭鸣湖、

贾鲁河）
1,852.09 1,015.87 916.13 935.96

潘安湖 306.6 16 15.22 291.38

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 331.62 180 180 151.62

贾鲁河亮化电费 77 77 77 0

小计 — — 2,567.31 1,288.87 1,188.35 1378.96

林业局 廊道养护 54条 6,647.41 3,393.24 3,393.24 3254.17

小计 — — 6,647.41 3,393.24 3,393.24 3254.17

合计 — — 19,167.76 11,231.91 11,131.39 8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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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部门项目完成质量情况表

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公路局

道路养护质量

保洁周期不超过 10分钟 否

每平米积尘不超过 10克 否

可视范围内无积存垃圾 否

二转车全密闭运输、车容整洁 否

路面具有足够的强度及平整度 否

及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坑槽 否

填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裂缝和纵横接缝 否

道路平整、完好、道路整洁、道路无积水 否

排水畅通 是

道路畅通 是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

无果皮纸屑 否

无塑膜树挂 是

无烟蒂痰迹和积水 否

无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否

路牙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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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纸 是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 否

边角净、路面净 否

果皮箱净 是

设施标牌净 否

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是

交通局 道路养护质量

保洁周期不超过 10分钟 否

每平米积尘不超过 10克 否

可视范围内无积存垃圾 否

二转车全密闭运输、车容整洁 是

路面具有足够的强度及平整度 是

及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坑槽 是

填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裂缝和纵横接缝 是

道路平整、完好、道路整洁、道路无积水 是

排水畅通 是

道路畅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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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

无果皮纸屑 否

无塑膜树挂 否

无烟蒂痰迹和积水 否

无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否

路牙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 否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纸 否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 否

边角净、路面净 否

果皮箱净 是

设施标牌净 是

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否

林业局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

无果皮纸屑 否

无塑膜树挂 是

无烟蒂痰迹和积水 否

无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否

路牙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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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纸 是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 是

边角净、路面净 是

果皮箱净 是

设施标牌净 是

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否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

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

量

维护及时，无缺株死株 否

无黄叶、焦叶、卷叶和落叶 是

枝叶受害率在 10%以下 是

枝干受害率在 5%以下 是

每月修剪苗木不小于 4次 是

枯死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内膛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交叉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平行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横跨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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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下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衰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劈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病虫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其他影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春、夏、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少于 2次 是

树冠下、树穴内无垃圾、无砖石瓦砾、无干枝枯叶、无其他废弃物 否

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于 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 是

冷季型草坪每年修剪不少于 1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6-8厘米 是

园区内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是

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良好 是

无明显臭味、各项设施完好 是

路标干净整洁 是

果皮箱干净整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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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座椅干净整洁 是

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好率在 98%以上 是

每年油漆一遍 是

路灯、射灯等各种灯饰保持清洁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设施完好率 99%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 是

喷灌、喷泉压力正常 是

喷灌、喷泉喷头转动灵活 是

喷灌、喷泉及时维修 是

喷灌、喷泉完好率 98% 是

园林绿化中

心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

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

量

维护及时，无缺株死株 是

无黄叶、焦叶、卷叶和落叶 是

枝叶受害率在 10%以下 是

枝干受害率在 5%以下 是

每月修剪苗木不小于 4次 是

枯死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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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内膛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交叉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平行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横跨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下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衰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劈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病虫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其他影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春、夏、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少于 2次 是

树冠下、树穴内无垃圾、无砖石瓦砾、无干枝枯叶、无其他废弃物 否

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于 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 是

冷季型草坪每年修剪不少于 1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6-8厘米 是

园区内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是



-105-

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良好 是

无明显臭味、各项设施完好 是

路标干净整洁 是

果皮箱干净整洁 是

座椅干净整洁 是

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好率在 98%以上 是

每年油漆一遍 是

路灯、射灯等各种灯饰保持清洁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设施完好率 99%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 是

喷灌、喷泉压力正常 是

喷灌、喷泉喷头转动灵活 是

喷灌、喷泉及时维修 是

喷灌、喷泉完好率 98% 是

地管所 道路养护质量
保洁周期不超过 10分钟 是

每平米积尘不超过 10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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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可视范围内无积存垃圾 是

二转车全密闭运输、车容整洁 是

路面具有足够的强度及平整度 是

及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坑槽 是

填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裂缝和纵横接缝 是

道路平整、完好、道路整洁、道路无积水 是

排水畅通 是

道路畅通 是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

无果皮纸屑 是

无塑膜树挂 是

无烟蒂痰迹和积水 是

无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是

路牙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 是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纸 是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 是

边角净、路面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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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果皮箱净 是

设施标牌净 是

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是

水利局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

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

量

维护及时，无缺株死株 是

无黄叶、焦叶、卷叶和落叶 是

枝叶受害率在 10%以下 是

枝干受害率在 5%以下 是

每月修剪苗木不小于 4次 是

枯死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内膛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交叉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平行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横跨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下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衰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劈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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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病虫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其他影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春、夏、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少于 2次 是

树冠下、树穴内无垃圾、无砖石瓦砾、无干枝枯叶、无其他废弃物 是

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于 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 是

冷季型草坪每年修剪不少于 1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6-8厘米 是

园区内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是

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良好 是

无明显臭味、各项设施完好 是

路标干净整洁 是

果皮箱干净整洁 是

座椅干净整洁 是

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好率在 98%以上 是

每年油漆一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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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路灯、射灯等各种灯饰保持清洁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设施完好率 99%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 是

喷灌、喷泉压力正常 是

喷灌、喷泉喷头转动灵活 是

喷灌、喷泉及时维修 是

喷灌、喷泉完好率 98% 是

住建局 道路养护质量

保洁周期不超过 10分钟 是

每平米积尘不超过 10克 是

可视范围内无积存垃圾 是

二转车全密闭运输、车容整洁 是

路面具有足够的强度及平整度 是

及时修补沥青路面的裂缝和坑槽 是

填灌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裂缝和纵横接缝 是

道路平整、完好、道路整洁、道路无积水 是

排水畅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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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道路畅通 是

道路两侧绿化养护质量

无果皮纸屑 是

无塑膜树挂 是

无烟蒂痰迹和积水 是

无暴露垃圾、无人畜粪便 是

路牙无泥沙绿地无碎砖石 是

水体水面无杂物、无焚烧树叶、无杂草和废纸 是

无往绿化带和花坛及排水设施等扫倒垃圾污物行为 是

边角净、路面净 是

果皮箱净 是

设施标牌净 是

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否

湿地公园等水系养护及

廊道绿化带绿化养护质

量

维护及时，无缺株死株 否

无黄叶、焦叶、卷叶和落叶 是

枝叶受害率在 10%以下 是

枝干受害率在 5%以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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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每月修剪苗木不小于 4次 是

枯死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内膛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交叉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平行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横跨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下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衰弱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劈裂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病虫枝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其他影响树势、树形的枝条修除率在 95%以上 是

春、夏、秋季每周松土除杂草不少于 2次 是

树冠下、树穴内无垃圾、无砖石瓦砾、无干枝枯叶、无其他废弃物 是

暖季型草坪每月修剪不少于 5次 是

成坪高度保持在 4-6厘米 是

冷季型草坪每年修剪不少于 15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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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具体实施内容 保洁标准 是否完成

成坪高度保持在 6-8厘米 是

园区内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是

厕所采光、照明和通风条件良好 是

无明显臭味、各项设施完好 是

路标干净整洁 是

果皮箱干净整洁 是

座椅干净整洁 是

绿地栏杆清洁完好，完好率在 98%以上 是

每年油漆一遍 是

路灯、射灯等各种灯饰保持清洁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设施完好率 99% 是

喷灌、喷泉运行良好 是

喷灌、喷泉压力正常 是

喷灌、喷泉喷头转动灵活 是

喷灌、喷泉及时维修 是

喷灌、喷泉完好率 9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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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部门问题台账

部门类别 问题类型 问题内容

公路局

资金相关

养护标准申请参照依据不够科学、规范。养护标准申请金额参照范围不够合理，参照的是郑州市四环内的养护

标准，但中牟县属于四环外。根据评价组实地访谈了解，该项目是参照郑州市《郑州市财政局 关于郑州市交运

委申请四环道路养护经费追加预算支出的审核意见》（郑财〔2014〕211号），绿化养护费参照道路养护标准，

每年 7.59元/㎡；清扫保洁费用标准为 5元/㎡。

管理相关

项目存在交叉嫌疑，可能存在财政资金重复申报的潜在风险。公路局扬尘治理项目，项目实施内容包括对该部

门所管辖的快速通道和省、国道干线公路进行扬尘污染防治，清扫方式即为前期人工或机器道路清扫，垃圾收

集处理等，管养里程为 103.37公里、保洁面积 314.04㎡；该部门实施的 G200线道路保洁及绿化 22.25公里、

保洁面积 55.13㎡；S223线路保洁及绿化 45.77公里、保洁面积 145.80㎡；万洪路道路保洁及绿化 12.75公里、

保洁面积 40.79平方米；物流通道道路保洁及绿化 22.6公里、保洁面积 72.32㎡，总里程为 103.37公里、保洁

面积 314.04㎡，同时以上四个项目亦包含人工或机器道路清扫等内容，扬尘治理项目与上述四个项目实施内容、

里程、保洁面积均相同，项目申报资金均按照单价乘以面积，存在项目交叉重复申报。

主管部门未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具体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郑州市公路管理局快速通道及

国省干线公路扬尘治理实施方案》，要求每日进行监督检查，每月 25日前将本月工作总结及达标完成情况报给

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统一上报给委领导小组办公室；二是，养护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

十一点前报送前一天和当天上午督查情况，四点前报委工作处领导。经评价组实地核查，公路局并未严格履行

以上两项工作内容。

主管部门巡查时间不够明确，督查时间比较随意。根据《中牟县公路管理局 关于印发中牟县普通国省道养护巡

查办法的通知》（牟公路文〔2021〕28号）的要求，巡查分为日常巡查、定期巡查和专项巡查，日常巡查为道

班工人或养护工人每日进行巡查并记录，根据公路局提供 2021年巡查台账，巡查时间未严格按照巡查办法严格

执行每天巡查工作。

考核奖惩制度单一。主要体现在 2021年度考核结果未与绩效挂钩，导致考核结果对养护人员的威慑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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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类别 问题类型 问题内容

项目效益

部分道路保洁质量不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够显著。通过评价组对 S223线、万洪路、建安路、物流通道进行

实地核查，部分道路保洁质量不高，未达到道路养护及保洁标准。例如，部分路段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垃圾

落地时间超过 10分钟，路面积尘超过 10克/平方米，绿化带垃圾未及时清理，地面积尘、道路破损、地面积水，

绿植维护不及时，出现缺株、死株等现象。

交通局

资金相关

养护标准制定不科学，缺少养护标准制定依据。根据评价组实地核查，该部门标准制定参照的是中牟县周边市

县以及该县其他进行养护工作的单位的养护标准，如林业局、建设局等，但未提供进行了参考的佐证材料，养

护标准制定不科学。

资金支付进度与合同约定进度相对滞后。根据道路绿化养护合同约定，预算资金按季度支付，第一季度第一个

月支付 30%，第二个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20%，第三个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20%，第四季度第一个月支付 30%，即

共计应支付 1,169.00万元。但是交通局道路绿化养护项目目前支付进度为 0，滞后于合同约定的支付进度。连

霍高速上下道口道路保洁及景观绿化项目合同金额为 107.7万元，按照合同约定，每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共计应支付 107.7万元。但根据交通局提供的资金支出明细，该项目仅支付 60万元，资金支付进度为 55.71%。

管理相关

缺少道路保洁项目及景观绿化项目养护实施方案。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获取该部门道路保洁项目及景观绿化

项目养护实施方案，可能导致项目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整治范围等无参照依据。

主管部门巡查时间不够明确，督查时间比较随意。公路局及道班负责人分别在工作日某一天或者每个月随机某

一天对道路保洁、绿化管养进行检查，督查时间比较随意，督查时间不够明确。

主管部门未落实廊道养护管理制度。根据交通局制定的廊道养护管理制度，每月 25号由廊道办全体对每个养护

组进行巡查评比，对廊道管理差的进行通报批评，但交通局一年就进行了两到三次巡查评比，未落实廊道养护

管理制度。要求每天进行督导工作，做好每日巡查记录，但交通局一周两到三次巡查，没有每天对养护工作进

行督导监管。

养护人员作业不规范，发现养护人员未足时出勤。根据廊道养护管理制度，要求养护组必须按照每 4000平方米

左右配备一名养护人员，上午养护时间为 7:00-11:00.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见到养护人员进行廊道养护工作，

现场察看问题较多，廊道内垃圾堆积严重，未见养护人员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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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类别 问题类型 问题内容

考核制度不完善，缺少对项目承包公司的考核。交通局制定了廊道管理养护考评细则，要求对廊道养护工作进

行定期评比，并通报。但实际实施过程中，交通局并未按照廊道管理养护考评细则中的规定参照执行，未对承

包公司及养护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制度落实不到位。

项目效益

部分道路保洁质量不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够显著。通过评价组对中刁路两侧廊道、郑民高速出口绿化进行

实地核查，部分道路保洁质量不高，未达到道路养护及保洁标准。例如，中刁路段生活垃圾堆积严重，垃圾落

地时间超过 10分钟，行道树树穴存在大量垃圾，黄土裸露，绿化带垃圾未见养护人员进行清理等现象。

园林绿化中心

资金相关
养护标准制定不科学，缺少养护标准制定依据。根据评价组实地核查，该部门标准制定参照的是中牟县周边县

（市）的单位的养护标准，但未提供进行了参考的佐证材料，养护标准制定不科学。

管理相关

缺少所负责部分项目养护实施方案。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获取该部门所负责项目的项目养护实施方案，可能

导致项目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整治范围等无参照依据。

主管部门巡查时间不够明确，督查时间比较随意。公路局及道班负责人分别在工作日某一天或者每个月随机某

一天对道路保洁、绿化管养进行检查，督查时间比较随意，督查时间不够明确。

项目效益
部分公园保洁质量有待加强。通过评价组对中牟四牟园进行实地核查，发现绿化带内垃圾落地时间超过 10分钟

等现象。

林业局

资金相关
资金监管不到位，缺少资金监管制度。经评价组现场访谈和实地核查，林业局仅有财务管理制度，但未获取财

务监督管理制度，对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管理相关

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未采取必要的政府采购形式进行。经评价组现场座谈，林业局通过直接内定的方式选择

该部门下属国有企业负责廊道养护工作，未进行公开招标，廊道养护公司选择不科学。

考核方式单一，考核结果不具有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缺少对养护公司的考核。经评价组实地核

查，林业局仅对区队进行考核，但没有对合作公司进行考核，考核范围不合理。二是，对区队的考核较松散。

林业局考核实行百分制，结合督查组检查情况，进行月评比和季度评比，评比结果仅通报批评，对于排名较低

的区队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作用。

养护人员作业不规范，作业时未穿工作服。经评价组现场座谈，林业局规定养护人员工作期间必须统一着装。

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养护人员工作期间并未身穿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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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类别 问题类型 问题内容

项目效益
部分廊道养护质量不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够显著。通过评价组对解放路、广惠街进行实地核查，部分廊道

保洁质量不高，未达到廊道养护及保洁标准。例如，廊道内出现生活垃圾、有烟蒂落地、黄土裸露面积较大。

地管所

资金相关

养护标准制定不科学，缺少养护标准制定依据。根据评价组实地核查，该部门路灯养护项目标准参考的是施工

方提供的标准和其他单位的标准，如市政管理局；扬尘治理是参考其他县（市）的单价金额进行制定的。但未

提供进行了参考的佐证材料，养护标准制定不科学。

管理相关

部分项目养护管理制度不健全。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地管所仅制定了扬尘治理项目的养护管理制度，但未对平

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目制定养护管理制度，比如：安全作业制度、资金使用制度、检查制度等。

考核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缺少考核制度。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地管所仅制定了扬尘治理项目考核细则，未对

平安大道东延及广惠街北延路灯管护项目制定考核细则及考核办法。

培训机制不够健全。地管所对养护人员缺少定期培训，养护人员技能提升有限。例如，地管所仅对员工进行安

全培训、驾驶员培训以及桥梁管护培训等，但对养护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组织不够及时，导致出现养护人员对保

洁标准和保洁要求不够明晰、道路清洁养护作业时发现的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同一问题反复出现、部分养护人

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

养护人员招聘不规范，劳动保护不到位。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未获取对于养护人员是如何进行招聘的，养护人

员都是从哪些途径招聘的，未跟养护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未对养护人员购买人身保险。

住建局 管理相关

部分项目养护质量有待改善，养护人员作业规范性有待提高。经评价组现场核查，三刘寨引黄灌区调蓄工程养

护制度规定养护人员工作期间必须统一着装。但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养护人员工作期间并未身穿工作服；评价

组通过陇海铁路北侧景观绿化工程出现绿植缺株、死株，湿地公园内黄土裸露，未及时补植问题。

水利局

资金相关
资金支付进度未达到 100%。中牟县水利局共涉及四个项目，预算总金额 1,288.87 万元，实际支出财政资金

1,188.3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2.20%。

管理相关

资金支出不规范，部分资金支出方向与项目支持范围不符合。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水利局提供的项目资金支付

明细中，有电脑配件支出、垃圾袋支出、硒鼓、粉盒等支出以及橱柜支出，与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项目和

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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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类别 问题类型 问题内容

考核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缺少考核制度。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水利局针对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农业公

园、鹭鸣湖、贾鲁河）项目制定了考核制度，但没有具体的评分记录，考核制度落实不到位；而翠鸣湖饮水工

程管护项目并没有制定考核制度，水利局对项目的考核管理不规范。

培训机制不够健全。经评价组现场核查，水利局针对中牟县生态水系养护经费（农业公园、鹭鸣湖、贾鲁河）

项目建立了培训机制并进行了记录，但未对翠鸣湖饮水工程管护项目进行培训，养护人员技能提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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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

中牟县辐射群众满意度问卷分析报告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一）调研对象

本次为调研对象为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园林等水系养护辐射群众。

（二）调研内容

您对中牟县道路及两侧绿化、廊道、公园维修养护及保洁质量是否满意；您

对中牟县道路养护效果是否满意；您对中牟县道路两侧绿化带养护是否满意，如：

是否美观、整洁等；您对中牟县廊道养护满意程度，如：是否存在廊道破损、杂

物堆积影响正常使用等；您对中牟县出现扬尘治理满意程度，如：扬尘治理较好、

空气中颗粒物较少、空气质量较好等。

二、调研方法与抽样方式

开展问卷调查，在全面调研开展之前先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对问卷和抽

样方式进行一次修改调整。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了给调研对象营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我司

工作人员在互联网上发布问卷，邀请不同的调研对象在线填写问卷。到目前为止

共回收问卷 1,182份，其中有效问卷 1,18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这表明

本次调研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作为研究报告

的依据。

四、调查问卷分析

1.您的性别是（）

选项 小计 比例

A.男 620 52.45%

B.女 562 47.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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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在当地居住时间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A.2年以内（含 2年） 34 2.88%

B.2-5年（含 5年） 79 6.68%

C.5-10年（含 10年） 126 10.66%

C.10年以上 943 79.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3.您的年龄段为（）

选项 小计 比例

A.16-30岁 280 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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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60岁 849 71.83%

C.61-65岁 53 4.4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4.您的职业身份（ ）

选项 小计 比例

A.社区居民 230 19.46%

B.机关事业人员 304 25.72%

C.企业人员 449 37.99%

C.个体经营者 24 2.03%

F.在校学生 12 1.02%

G.其他 163 13.7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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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对中牟县道路及两侧绿化、廊道、公园维修养护及保洁质量是否满意（ ）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94 67.17%

B.比较满意 256 21.66%

C.一般满意 118 9.98%

C.非常不满意 14 1.1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6.您对中牟县道路及两侧绿化、廊道、公园维修养护及保洁工作的养护或保

洁及时性是否满意（ ）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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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常满意 810 68.53%

B.比较满意 242 20.47%

C.一般满意 117 9.9%

C.非常不满意 13 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7.您对中牟县道路养护效果是否满意，如：道路坑槽维修、井盖更换、道路

沉陷修复、道路安全警示牌等能否满足群众出行效率、安全、舒适等需求（ ）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59 64.21%

B.比较满意 251 21.24%

C.一般满意 146 12.35%

C.非常不满意 26 2.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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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对中牟县道路、公园路灯养护效果是否满意，如：路灯干净情况、损坏

更换及时情况、路灯明亮度等能否满足群众出行等需求（ ）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56 63.96%

B.比较满意 277 23.43%

C.一般满意 131 11.08%

C.非常不满意 18 1.5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9.您对中牟县道路两侧绿化带养护是否满意，如：是否美观、整洁等（）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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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常满意 797 67.43%

B.比较满意 260 22%

C.一般满意 113 9.56%

C.非常不满意 12 1.0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10.您对中牟县廊道养护满意程度，如：是否存在廊道破损、杂物堆积影响

正常使用等（）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72 65.31%

B.比较满意 255 21.57%

C.一般满意 132 11.17%

C.非常不满意 23 1.9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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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对中牟县道路、绿化、廊道、公园卫生情况是否满意，如：绿化带垃

圾是否及时清理、附近水流是否污染严重存在异味等（）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73 65.4%

B.比较满意 257 21.74%

C.一般满意 130 11%

C.非常不满意 22 1.8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12.您对中牟县出现扬尘天数频率满意度（ ）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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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周一次 216 18.27%

B.一月一次 145 12.27%

C.半年一次 201 17.01%

C.一年一次 161 13.62%

E.未出现扬尘天气情况 459 38.8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13.您对中牟县出现扬尘治理满意程度，如：扬尘治理较好、空气中颗粒物

较少、空气质量较好等（ ）

选项 小计 比例

A.非常满意 734 62.1%

B.比较满意 266 22.5%

C.一般满意 171 14.47%

C.非常不满意 11 0.9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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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您对公园整体卫生清洁情况是否满意，如：公园道路是否整洁干净、落

叶杂草、人为垃圾是否清理及时等（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满意 885 74.87%

B.基本满意 281 23.77%

C.不满意 16 1.3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15.您对公园公用设施的维护情况是否满意，如：公园长椅、健身器材、娱

乐器材是否破损、脏乱，能否满足日常使用等（）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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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满意 838 70.9%

B.基本满意 306 25.89%

C.不满意 38 3.2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16.您认为中牟县道路、廊道、公园的养护工作是否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居

民幸福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A.显著提升 909 76.9%

B.一般提升 225 19.04%

C.效果不大 37 3.13%

C.没有提升 11 0.9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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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您认为当前中牟县道路、廊道、公园养护工作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可

多选 ）

选项 小计 比例

A.养护工作不及时 219 18.53%

B.资金投入不足 835 70.64%

C.管理制度上的缺陷 213 18.02%

C.缺乏专业的环保人员 382 32.3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182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程度为 89.7%。调查对象对问

题按照满意度评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您对相关养护人员工作态度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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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9%）,您对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卫生情况的满意度（89.98%）,您对中

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整体养护质量满意度（89.86%）,您对中牟县道路、

廊道、公园养护工作开展及时性满意度（89.78%）,您对公园公用设施养护的满

意度（89.78%）,您对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等养护工作实施带动投资

环境改善度（89.71%）,您对道路、廊道、公园道路平整整洁度等满意度（89.68%）,

您对中牟县扬尘治理程度满意度（89.26%）,您对道路及公园路灯照明、卫生等

满意度（88.82%）。

题目\选项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1.您对相关养护人员工作态度的满意度
63.87
%

25.97
%

8.97
%

0.59% 0.59%

2.您对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卫生情况

的满意度

63.03
%

25.97
%

9.56
%

0.76% 0.68%

3.您对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整

体养护质量满意度

63.45
%

24.79
%

10.15
%

0.85% 0.76%

4.您对中牟县道路、廊道、公园养护工作

开展及时性满意度

62.52
%

25.89
%

10.24
%

0.68% 0.68%

5.您对公园公用设施养护的满意度 62.1%
26.65
%

9.73
%

1.1% 0.42%

6.您对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公园等

养护工作实施带动投资环境改善度

61.93
%

26.31
%

10.74
%

0.42% 0.59%

7.您对道路、廊道、公园道路平整整洁度

等满意度

62.61
%

25.72
%

9.9% 1.02% 0.76%

8.您对中牟县扬尘治理程度满意度
61.34
%

26.14
%

10.91
%

0.68% 0.93%

9.您对道路及公园路灯照明、卫生等满意

度

60.07
%

27.07
%

11.08
%

0.42% 1.35%

五、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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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工作人员满意度问卷分析报告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一）调研对象

本次为调研对象为中牟县道路及绿化、廊道、园林及水系等养护工作人员。

（二）调研内容

您在工作时会遇到哪些安全隐患问题；您每天工作多少小时；您所在的单位

是否给养护工作人员配有工作服；您所在的单位是否安排专人进行道路及绿化、

廊道、园林或公园的日常保养及维护工作；您所在的单位是否对养护情况（如路

面是否破损、绿化带垃圾杂草清理、公园设施等）进行定期质量检查；您所在的

单位提供以下工作待遇吗？

二、调研方法与抽样方式

开展问卷调查，在全面调研开展之前先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对问卷和抽

样方式进行一次修改调整。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为了给调研对象营造良好的作答环境，保证调研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我司

工作人员在互联网上发布问卷，邀请不同的调研对象在线填写问卷。到目前为止

共回收问卷 36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6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这表明本

次调研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作为研究报告的

依据。

四、调查问卷分析

1.您的性别是（ ）

选项 小计 比例

A.男 201 55.83%

B.女 159 44.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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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的年龄为（ ）

选项 小计 比例

A.25 及以下 10 2.78%

B.25-35 79 21.94%

C.35-45 83 23.06%

C.45-55 88 24.44%

E.55 及以上 100 27.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3.您在工作时间为（ ）

选项 小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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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年以内（含 2年） 23 6.39%

B.2-5 年（含 5年） 81 22.5%

C.5-10 年（含 10 年） 92 25.56%

C.10 年以上 164 45.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4.您的文化程度为（ ）

选项 小计 比例

A.小学 23 6.39%

B.初中 90 25%

C.高中 88 24.44%

C 大专 100 27.78%

E.本科及以上 59 16.3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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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的工作状况是（ ）

选项 小计 比例

A.工作极其辛苦，很少有休息时间，

导致身体出问题
80 22.22%

B.工作辛苦，安排有休息时间 236 65.56%

C.工作轻松 44 12.22%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6.您的目前工资水平是（元）（ ）

选项 小计 比例

A.2000以下 86 23.89%

B.2000-3000 177 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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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000以上 97 26.9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7.您对目前工资水平是否满意（ ）

选项 小计 比例

A.工资偏低 93 25.83%

B.一般 112 31.11%

C.基本满意 83 23.06%

C.不满意 72 2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8.您在工作时会遇到哪些安全隐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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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小计 比例

A.工作环境脏乱差，噪声污染大 102 28.33%

B.交通拥挤，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97 26.94%

C.与市民发生冲突 48 13.33%

C.其他 210 58.3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9.您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

选项 小计 比例

A.8小时以下 104 28.89%

B.8-10小时 248 68.89%

C.10-12小时 7 1.94%

C.12小时以上 1 0.2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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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所在的单位是否给养护工作人员配有工作服（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 332 92.22%

B.无 28 7.7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11.您所在的单位是否安排专人进行道路及绿化、廊道、园林或公园的日常

保养及维护工作（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 348 96.67%

B.无 1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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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12.您所在的单位是否对养护情况（如路面是否破损、绿化带垃圾杂草清理、

公园设施等）进行定期质量检查（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 356 98.89%

B.无 4 1.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13.您所在的单位提供以下工作待遇吗？（可多选）（ ）

选项 小计 比例

A.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 253 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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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班补贴 93 25.83%

C.住房补贴 82 22.78%

C.养老保险 197 54.72%

E.人身保险 199 55.28%

F.医疗保险 205 56.94%

G.城市低保 20 5.5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14.您所在的单位是否组织相关人员去单位进行过培训（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有 319 88.61%

B.没有 41 11.3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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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在养护作业时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 ）

选项 小计 比例

A.没有 320 88.89%

B.有 40 11.1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0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益对象的整体满意程度为 71.87%。调查对象对

问题按照满意度评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您对目前单位工作同事配合满意度

（84.67%）,您对目前养护工作内容满意度（77.11%）,您对目前上班时长满意度

（76.06%）,您对目前工资标准满意度（61.06%）,您对工资发放及时性满意度

（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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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选项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1.您对目前单位工作同事配合满意度 42.5%
44.17
%

10% 0.83% 2.5%

2.您对目前养护工作内容满意度 29.44%
38.61
%

23.3
3%

5.28% 3.33%

3.您对目前上班时长满意度 27.5%
38.33
%

26.1
1%

3.06% 5%

4.您对目前工资标准满意度 21.39%
17.22
%

27.7
8%

12.5% 21.11%

5.您对工资发放及时性满意度 23.89%
18.61
%

20.5
6%

9.72% 27.22%

五、意见及建议

1.工资发放严重拖欠，希望及时发放；

2.干一样的活，工资福利待遇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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