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十四五”规划编制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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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 号）的要求，对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度“十四五”规划编制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是我省“转型出雏型”的关键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对于巩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西篇

章新征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规划编制围绕打

造一流创新生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创新和完善治理体系等,事关山西

长远发展的主题内容进行课题研究。（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项目分类

山西省“十四五”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和重大问题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和重大问题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和重大问题研究
山西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三五”规划纲要

实施情况评估及“十四五”

时期实现“2025 年转型处雏

型”研究报告

国家发改委员会经济体制

与管理研究所
课题研究

山西“十四五”转型雏型专

项研究
山西省经济学会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规划指标

体系和发展目标研究

山西新谈智库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崛起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建设资源

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的重点任务研究

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构建多元

化中高端现代产业体系研究

山西海图智库商务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承接新兴

产业布局和转移研究

山西新谈智库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研究
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建设文化

旅游强省研究

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全面促进

消费升级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研究
山西省社科院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推进新型

城镇化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推进军民

融合研究
中北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实现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目标的重

点问题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学会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实施高水

平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开放新

格局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心）

经济研究所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社会事业

发展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社会治理

创新研究
中北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深化重点

领域改革研究总报告
山西财经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优化营商

环境研究
中北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经济社会

高质量转型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课题研究

山西省“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研究
山西省经济学会 课题研究

（二）项目执行情况。

1.预算执行情况。

十四五规划编制费全年预算数 591.4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十四五规划编制费项目经费年度执行总数 572.36

万元，执行率 96.78%。基本完成项目预计任务。完成前期课题

研究 28 项，起草形成我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并经省十



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

2.效益实现情况。

山西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我省未来五年发展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是全省人民未来

五年共同的行动纲领。前期课题研究成果对我省“十四五”时

期重大问题分别进行深入研究，为规划编制提供一定的理论支

持和政策建议。

3.产出情况。

“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共 28 项，均已按时完成

并通过专家评审。课题研究包括：山西省“十四五”经济社会

发展思路和重大问题研究、山西省“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和

发展目标研究等课题，为我省“十四五”规划编制提供了良好

的理论基础及政策建议。

4.满意度情况。

规划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各市县、省直有关部门、经济

发达镇、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各类专家等社会各界意见，

确保规划编制成为汇聚民智、统一思想的过程，征集的意见做

到应采纳尽采纳。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范围及目的。此次评价工作对 2020 年度“十

四五”规划编制费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绩

效评价。通过对项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全面总结经验、

发现问题，形成项目总体认识和评价结论，为部门科学决策、

规范管理提供参考，强化预算管理，促进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改

进工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文件规定，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

效益 4个一级指标，满分为 100 分。其中，项目决策（20 分）

主要评价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情况，重点关注项目

绩效目标设定情况、预算编制情况。项目过程（20 分）主要评

价重大课题研究管理情况，其中资金方面重点关注预算编制情

况和资金支出的合法合规性，业务方面重点关注山西“十四五”

规划前期重大课题研究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性的情况。项目

产出（30 分）主要评价项目在本年度的实际产出数量、产出质

量等产出完成情况，根据项目申报内容，重点核实产出数量是

否达到设定目标、产出质量是否符合设定标准。项目效益（30

分）主要评价社会效益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重点关注项目

为我省“十四五”规划编课题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的实际作用情

况和社会公众等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情况。

（三）评价方法与实施。本次评价采用现场调研与非现场

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评价综合运用比较法（对项目绩效目

标与实施效果、预算与实际支出对比）、专家评价法（就财务

管理、发挥实效等方面咨询有关专家给出评价意见）、文献研

究法（查找相关背景资料）等分析方法，对项目决策、过程、

产出、效果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四）评价结论。十四五规划编制费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99.68 分，评价等级为“优”。2020 年度十四五规划编制费项

目基本按照计划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实现了年度绩效目标，在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



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补齐民生短板增进

民生福祉，创新和完善治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项目也存在内容计划性不强导致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项

目整合力度不够、绩效目标及指标设置不够合理等问题。

三、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一）决策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20 分，得分 20 分。项

目立项依据较充分，程序较规范。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绩效指标，但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预算编制不够

科学，项目设置缺乏整合等。

（二）过程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20 分，得分 20 分。

项目建立了相关业务及财务管理制度，能够满足项目管理需求，

项目资金拨付具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合同书、签报等资

料齐全。

（三）产出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30 分，得分 30 分。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项目整体产出较好，按计划完成课题

研究的任务。

（四）效益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30 分，得分 29.68 分。

项目实施为我省“十四五”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实施效益较

好，社会公众满意度较高；课题研究成果得到采纳应用，为我

省“十四五”规划编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及政策建议。

四、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设置科学性仍有提升空间。

绩效目标设置遵循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

匹配的原则，由项目主管部门设定总体目标，但由于目前缺少

规范的绩效目标设置流程和评定程序，一些指标设定不科学、



不合理，部分绩效指标与绩效总体目标没有对应关系，造成绩

效评价时无法对应绩效产出指标一一核实，影响评价结果。

（二）绩效目标编制质量有待提升。

绩效目标内容未体现项目预期产出和效益。大部分二级项

目绩效目标内容偏工作任务或立项背景描述，未充分体现项目

预期要达到的产出和效果，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绩效指标

未涵盖项目核心内容，指标内容设置不全。如部分项目缺乏产

出质量、成本、效益和满意度等指标。

五、相关建议

（一）强化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提高项目任务与预算匹配

度。建议提前谋划项目内容，明确项目实施计划与任务，并据

此编制年度预算。同时，根据任务计划实施情况，进一步细化

项目预算安排，明确各项任务开展所需投入资金及明细，提高

项目任务与预算安排的匹配度。

（二）优化项目布局，提高项目设置科学性。

统筹管理山西“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课题，提高项目整

体性与集中度，提高项目设置合理性及科学性。建议根据项目

实施内容变化情况，及时调整项目名称，提高项目名称内涵与

实际工作内容匹配性。

（三）加强培训与研究，提高绩效目标设置科学性。

建议加强对绩效管理的指导，明确绩效目标编制要求。同

时，加强专家论证与研究，结合项目内容及特点，设置更为科

学合理的绩效目标与指标，充分体现项目产出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