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2021年自治区财政草原监督管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我单位草原监督管理项目共计 63

万元。绩效目标为：

利用3S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草原资源监测统

计工作,完成《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

系》中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测报工作,编制 2021年全区草原资源资

产负债表，同时获取能够有效反映草原植被、生态变化的监测指

标及统计指标，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价草原资源状况，提高草

地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推进草地保护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草地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数据支撑。目标 1:完成绿色发展指标草原资

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 100个样地,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区外调研 1

次、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 20次,工作经费 7.513万元。目

标 2 :完成自治区、21个县(市、区)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

综合植坡盖度测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监测现场验证、结果会商等

的专家劳务及咨询费 2万元。目标 3 :完成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

标监测系统网络及 14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运行维护和场地

租赁，资金 14.737万元。目标 4:完成全区草原资源监测技术培



训班一期 6.75万元。目标 5 :完成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专用设

备采购招标 32万元(新建国定监测点外业场地建设 1个 12.5万

元，采购九要素-体化气象站 2台 8万元、草原植被盖度测量仪 1

台 3.8万元、移动图形工作站 2台 3万元、远程草原物候观测系

统 2套 4.7万元)。

我站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审核、验收等程序。项目资金下达

后，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合同实施。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共 63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 63万元，实际支出 62.75万元，招标结余资金 0.25

万元财政收回。

其中:完成绿色发展指标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 100个

样地,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 20次,工作经费 7.513万元（区

外调研因疫情原因未开展，资金用于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

验）；

自治区、21个县(市、区)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合植

坡盖度测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监测现场验证、结果会商等的专家

劳务及咨询费 2万元；

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监测系统网络及 14个国家级草原固



定监测点运行维护和场地租赁，资金 14.737万元；

全区草原资源监测技术培训班一期 6.75万元；

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专用设备采购招标 31.75万元，招标

结余资金 0.25万元上交财政。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执行《自治区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按照实施方案要求进行落实，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和手续，按照分级责任制，项目实施单位、管理单位相关责任人、

经办人、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管财务站领导最终确认签

字制，做到专款专用，无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会计核算

准确、财务资料完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

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已完成：

建设草原生态自动监测站 14个（套）；

完成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样方采集 100个；

草原监督管理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 20次（区外

调研因疫情未开展）；

绿色发展指标、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和资产负债表）测报 22县区；



新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1个（场地 1个，仪器设备 7

台套） ；

运行维护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14个；

完成草原资源监测培训班 150人次。

(2)质量指标。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保障率 100%；

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区外调研、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完

成率 100%；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保障率 100%；

绿色发展指标及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测算符合考核指标 100%；

草原资产负债表编制（草地质量等级测算）符合考核指标

100%；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测算及资产负债表编制 100%。

(3)时效指标。

2021年 9月 15日前完成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 ；

2021年 12月 30日前完成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和调研；

2021年 11月 15日前完成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测算；

2021年 12月 30日前完成草原资产负债表编制（ 草地质

量等级测算）；

2021年 8月 30日前完成新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及专

用设备采购；



2021年 6月 30日前举办草原资源监测培训班；

2021年 6月 30日前完成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

(4)成本指标。

已完成：

举办草原资源监测预警培训班 1期 6.75万元；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网络运行及 14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维护费和场地租赁费 14.737万元；

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及专用设备采购 31.75 万

元(招标结余资金 0.25万元上交财政)；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测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监测现场验

证、结果会商） 2万元；

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 100个样地，草原资源监督管

理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 20次。 7.513万元。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草原违法案件查处率明显提高，绿色发展指

标及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测报按时完成，严格控制草原征占用

现场查验。

(2)社会效益。

提升生态文明改革推进工作的支撑能力；

增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支撑能力增强；

技术人员技能水平提高；

群众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意识增强。



(3)生态效益。

草原生态环境好转 好转；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56.5%；

草地质量等级 ≥上年度存量。

(4)可持续影响。

提升对草原生态系统趋于稳定的影响 。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群众满意度 85%；

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基本无偏差，招标结余资金 0.25万元上交财政。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目标已完成，拟按要求公开。



附件3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全区草原监督管理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主管部门 203-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资金使用单位 203024-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工作
站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63 62.75 99.60%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地方资金 63 62.75 99.6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投资63万元，利用3S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草原
资源监测统计工作,完成《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
核目标体系》中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测报工作,编制2021年全区草原
资源资产负债表，同时获取能够有效反映草原植被、生态变化的监
测指标及统计指标，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价草原资源状况，提高
草地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推进草地保护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草地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数据支撑。目标1:完成绿色发展指标草原资源
监测预警数据采集100个样地,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区外调研1次、区
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20次,工作经费7.513万元。目标2 :完成
自治区、21个县(市、区)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合植坡盖度
测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监测现场验证、结果会商等的专家劳务及咨
询费2万元。目标3 :完成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监测系统网络及14
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运行维护和场地租赁，资金14.737万元。
目标4:完成全区草原资源监测技术培训班一期6.75万元。目标5 :
完成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专用设备采购招标32万元(新建国定监
测点外业场地建设1个12.5万元，采购九要素-体化气象站2台8万
元、草原植被盖度测量仪1台3.8万元、移动图形工作站2台3万元、
远程草原物候观测系统2套4.7万元)。

实际使用62.75万元，结余0.25万元为招标结余资金上
交财政。实际完成情况为：利用3S技术和地面调查相
结合的方法,开展草原资源监测统计工作,完成《绿色
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中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测报工作,编制2021年全区草原资源资
产负债表，同时获取能够有效反映草原植被、生态变
化的监测指标及统计指标，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价
草原资源状况，提高草地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推进草地
保护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草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
数据支撑。目标1:完成绿色发展指标草原资源监测预
警数据采集100个样地,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区外调研0次
（因疫情原因未开展）、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验
20次,工作经费7.513万元。目标2 :完成自治区、21个
县(市、区)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合植坡盖度测
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监测现场验证、结果会商等的专
家劳务及咨询费2万元。目标3 :完成草原生态文明考
核指标监测系统网络及14个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运
行维护和场地租赁，资金14.737万元。目标4:完成全
区草原资源监测技术培训班一期6.75万元。目标5 :完
成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专用设备采购招标31.75万元
(新建国定监测点外业场地建设1个12.5万元，采购九要
素-体化气象站2台8万元、草原植被盖度测量仪1台3.8
元 移动 形 作站 台 元 远程草原物候观测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建设草原生态自动监测站 14个（套） 14个（套）
完成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样方采集 100个 100个

草原监督管理区外调研、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 20次 20次
绿色发展指标、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和资产负债表）测报
22县区 22县区

新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场地1个，仪器设备 1个 1个
运行维护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 14个 14个
完成草原资源监测培训班 150人次 150人次

质量指标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保障率 100% 100%
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区外调研、区内草原监督管理

现场查验完成率 100% 100%
因疫情原因未开展

区外调研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保障率 100% 100%
绿色发展指标及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测算符合考核指标 100% 100%
草原资产负债表编制（草地质量等级测算）符合

考核指标
100% 100%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测算及资产负债表编制 100% 100%

时效指标

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 2021年9月15日前 2021年9月15日
前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和调研 2021年12月30日 2021年12月30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测算 2021年11月15日 2021年11月15
草原资产负债表编制（ 草地质量等级测算） 2021年12月30日 2021年12月30
新建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及专用设备采购 2021年8月30日前 2021年8月30

举办草原资源监测培训班 2021年6月30日前 2021年6月30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运行 2021年6月30日前 2021年6月30

成本指标

举办草原资源监测预警培训班1期 6.75万元 6.75万元
草原资源监测系统网络运行及14个国家级草原固

定监测点维护费和场地租赁费
14.737万元 14.737万元

国家级草原固定监测点建设及专用设备采购
32万元 31.75

招标结余0.25万元
上交财政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测报及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
（监测现场验证、结果会商）

2万元 2万元

草原资源监测预警数据采集100个样地，草原资源
监督管理区外调研1次、区内草原监督管理现场查

验 次

7.513万元 7.513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草原违法案件查处率明显提高 明显 明显

绿色发展指标及草原生态文明考核指标测报按时完成 按时 按时

草原征占用现场查验 严格控制 严格控制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生态文明改革推进工作的支撑能力 提升 提升

增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支撑能力 增强 增强

技术人员技能水平 提高 提高

群众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意识 增强 增强

生态效益
指标

草原生态环境好转 好转 好转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56.5% ≥56.5%
草地质量等级 ≥上年度存量 ≥上年度存量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对草原生态系统趋于稳定的影响 提升 提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85%

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90%
……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
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