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1

河源市

2021 年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

区域绩效自评报告

填报单位名称：河源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领导小组办公室

填报人：张成

联系电话：0762-3288926

填报日期：2022 年 3 月 31 日



2

一、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组织实施整体情况

2021 年，河源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的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集中财力重点保障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了

良好成效。主要做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我市制定了《河源市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施方案(试行)》，成立了由市长为组长、分

管财政和农业农村工作的市领导为副组长的市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财政局），负责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的日常协调工作。县（区）也成立相应领导小组，为我

市推进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2021 年我市共召开 2 次市涉农资金

统筹整合联席会议和 2 次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工作会

议，专题审议了我市 2021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报备及

2022 年省级涉农资金项目报备等有关事项；二是明确资金分配。

我市各级涉农办按照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

在收到省下达的资金文件、考核事项任务后，按照“三突出，一

确保”原则，及时（30 天内）提请同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

组从省级联合审查通过的项目中确定实施项目。三是强化涉农监

督。印发《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实地督导的通

知》，成立由市涉农业务主管部门组成的 5 个督导组，每季度开

展一次实地督导，采取听取汇报、查阅台账等方式，全面了解县

（区）涉农项目进展情况，对照涉农项目明细清单，逐个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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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实，对进展较慢的项目分析具体原因，督促县（区）采取有

效措施，狠抓整改落实，确保将涉农项目推进落到实处；四是加

快支出进度。每月定期通报涉农资金使用情况，对支出进度较慢

的县（区），累计发出 8 份《催办函》，督促县区加快资金拨付

使用进度，截至 2021 年底，我市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支出进

度达 94.24%，比全省平均支出进度（92.5%）高 1.74 个百分点，

较好地发挥了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涉农资金预算及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 年省级共下达我市涉农统筹整合资金 191633 万元，考

核工作任务目标 13 项，其中：2020 年 10 月 30 日收到省级涉农

资金 167293 万元；2021 年 2 月 24 日收到省级涉农资金 24340 万

元。收到省级资金 73366 万元（不含省直管县）后，我市分别下

达市本级部门 1830 万元，下达县（区）71536 万元。市级转下达

资金情况如下：

文号 金额（万元） 日期

河财农[2020]86 号 63749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河财农[2021]20 号 9617 2021 年 4 月 6 日

2 月 25 日-3 月 27 日，各县（区）向市级报送了资金分配方

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和区域绩效目标。3 月 29 日，市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全市的资金分配方案、区域绩效

目标进行审议。按照审议结果，市涉农办于 4 月 6 日对市本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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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各县（区）区域绩效目标进行批复，并于 4 月 6 日完成向省

级报备工作。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分析各级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执

行情况以及资金管理相关情况等。

2021 年，我市共统筹整合各级涉农资金 272,082.74 万元支

持 1361 个涉农资金项目，其中：省级涉农资金 191,633 万元，

与省级涉农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或政策的中央资金

19,443.93 万元，市级资金 5,528.97 万元，县级资金 7107.32 万

元，其他资金48,369.52万元（其中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金47,5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各级涉农资金共支出 230,784.83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3%，其中：中央资金 16,670.36 万元，

执行率 85.74%，省级涉农资金 180,588.46 万元，执行率 94.24%，

市级资金 5,528.97 万元，执行率 100%，县级资金 5,970.62 万元，

执行率 84%，其他资金 23,315.42 万元，执行率 48.2%。

未能 100%形成实际支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部分

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2021 年 9 月底省下达我市驻镇帮镇扶

村资金 47500 万元，我市共申报实施 558 个项目，其中有部分项

目前期工作准备不充分，资金下达后未能马上组织实施，影响了

项目实施进度，导致部分驻镇帮镇扶持资金 24214.1 万元无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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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际支出。二是部分资金安排不够合理。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属于跨年度实施项目，在安排项目资金时未考虑项目实施进度

和实际资金需求，预算总额超出当年度资金需求，导致部分资金

1135.7 万元无法在 2021 年形成支出。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各类项目实施情况。

2021 年度，我市共实施涉农资金项目 1387 个，市县涉农办

分别组织和指导同级主管部门，对照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开展了项

目绩效自评。根据项目绩效自评结果，135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各类一级项目中：

1.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共实施 86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56 个，实施中项目 30 个。实施项目中，8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助力我市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1 年我市 65 个村被评

为广东省第二批“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7 个镇被认定

为广东省第三批“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在“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项目推动下，我市乡村特色产业初步形成多点开花局

面，农业产业获得长足发展，获得省农业农村厅表扬。

2.职业农民教育。未安排项目和资金。

3.其他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补助。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特色产业农业扶持增益及促进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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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的成果，实现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经济效益。如：茶园

地质增效示范项目改良试点面积 50 亩，使茶园地有机质提高 10%

以上，PH 值提高 0.5 个单位以上。全面提高有机茶产量和品质，

提高茶园基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带动农户 15 户以上，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经估算，茶叶进入丰产期，有机茶叶

产量亩增产 15%，约 10 斤，亩产增收 4,000 元。

4.粮食生产与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共实施 10 个项目，其中

已完成项目 8 个，实施中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10 个项目基本

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对优

质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种植，进一步促进我市农作物品

种的更新换代，例如：源城区通过早晚造创建两个水稻种植示范

区，示范面积达 1100 多亩，推广水稻品种亩产达 1000 斤以上，

进一步提高了水稻产量。

5.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农业。共实施 7 个项目，其中已完

成项目 7 个。实施项目中，7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水稻生产全程

机械化机具、组织技术培训推广等，通过项目实施，有效促进了

省、市下达粮食考核任务的完成，2021 年全市水稻耕种综合机械

化率 66%，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顺利完成省下达的考核任

务。

6.现代种业提升建设。共实施 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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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了水稻、玉米、马

铃薯等良种繁育试验项目，促进了我市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

加工业的发展，加快新品种推广应用，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优质

种子。

7.现代渔业发展建设。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举办了一期全市渔业绿色发展工作推进会，

各县区共 40 人参加会议。通过组织参会人员参观特色品种/工厂

化养殖等新养殖模式，交流渔业工作经验，部署 2021 年渔业绿

色发展工作。

8.畜牧业转型升级。共实施 1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0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生猪存栏 75.82 万

头，比省下达的考核任务（60.3 万头）提高 25.7%，全力提高生

猪产能，保障猪肉市场供应。

9.现代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建设。未安排项目和资金。

10.农产品宣传推广。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完成了龙川县“互联网+农业”农产

品电商建设，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当地优质农产品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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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效解决了当地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二是扩大了“紫金

蝉茶”区域品牌影响力，推广应用“紫金蝉茶”团体标准，大力

发展茶产业，全县茶叶主产区实现产销衔接体系全覆盖。紫金县

茶叶种植面积达 6 万亩、开采面积 5.3 万亩，茶产量 3800 吨，

产值达 12 亿元。连续三年在全省参评县区排名第一，继获评中

国茶业百强县后争取把我县打造成“中国蝉茶之乡”，成为与凤

凰单丛、英德红茶齐名的广东三大名茶。

11.农产品质量安全。共实施 18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7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8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实现了主要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2.9%；本市蔬菜产品定量检测达到 49.14

批次/万亩（不含快检，下同），生猪及生猪产品 22 批次/10 万

头（只），家禽产品 22.82 批次/100 万羽（只），水产品 25.55

批次/万吨；中央“十一五”、“十二五”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

项目县（级）项目单位全年定量抽检农产品样品数量达到 3625

个；100%发放上年度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对屠

宰环节病死生猪 100%进行无害化处理。

12.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共实施 9 个项目，其中已完

成项目 9 个。实施项目中，9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推动了我市农业保险工作高质量

发展，有效为农业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1 年我市农业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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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亿元（含林业险保费 0.31 亿元），农业保险密度（保费收

入/农业从业人口）267.26 元/人，保险深度（保费收入/第一产

业增加值）达到 1.24%，超额完成省下达我市 1.15%的目标任务。

13.农田建设及管护。共实施 1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6

个，实施中项目 7 个。实施项目中，1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新建高标准农田

13.73 万亩，有效改善了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耕地

质量，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保障粮食安全基础。

14.农业科研和示范推广。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1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建立项目的示

范推广，能够引领当地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通过辐射带动作

用，使当地农业整体效益进一步提高，推动当地农业逐步走上规

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生产，社会效益显著。

15.动植物疫病防控。共实施 2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3

个。实施项目中，2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

100%，动物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未发生重大动物

疫情及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16.陆生动物保护能力提升。未安排项目和资金。

17.农村综合改革。共实施 5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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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项目 0 个，未开工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4 个项目基本

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等项目，通过实行财政激励政策，鼓励经

营主体流转承包耕地，对参与入股流转双方进行财政奖补。通过

土地流转奖补试点项目实施，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土地流转

的积极性，促进规模农业发展，减少土地撂荒情况发生。

18.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2021 年全市将 82 个村列入扶持壮大村集

体经济试点，落实各级财政补助每村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50 万元。

出台了《河源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力争到 2023 年底，全市村集体经济年平均收入达 10 万

元以上。

19.村庄清洁行动（三清三拆）。共实施 26 个项目，其中已

完成项目 26 个。实施项目中，2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对拆除破危旧房、废弃

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拆除非法违

规广告、招牌等；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

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

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整治垃圾、生活污水及水体污染及对乡

村的环境进行美化绿化。基本实现村庄卫生整洁、建设有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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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美化村容村貌。

2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共实施 2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1 个。实施项目中，2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市印发《河源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民生实事办理方案》，纳入 2021 年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实

事的 35 个自然村已完成治理任务，同时完成 708 个自然村的治

理任务，农村污水治理率达 40%以上；我市作为全省四个农村污

水攻坚行动方案编制的试点市之一，组织编制了《河源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加大力度推进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收集，污水横流现象基本消除，有效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21.厕所革命-农村厕所革命。共实施 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3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农村户厕 495659

个，农村公厕 2009 个，2021 年排查农村问题户厕 7001 个、落实

整改 3402 个，农村问题公厕 103 个、落实整改 68 个。卫生无害

化厕所覆盖率 99.27%。剩余未整改的农村问题厕所，按照中央和

省的要求，以求好不求快、进度服从实效的原则，逐年改造提升。

22.村内巷道建设。共实施 5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5 个。

实施项目中，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取得了良好成效，美化了村内道路环境，例如：源城区源南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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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美丽乡村道路墙绘约 4000 平方米，实现了点缀美丽乡村，一

村一景、一墙一文化，一面面“美丽乡村墙绘”已经成为美丽乡

村最靓丽的风景线。源城区东埔街道村道修缮及硬底化 920 平方

米，农村道路改造完成后，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出行便捷度。

23.破旧泥砖房清理整治。共实施 18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18 个。实施项目中，18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累计清拆破旧泥砖房 27.3 万间 2172

万平方米，提高了农村整体形象，避免了危房安全事故的发生，

加快了农村乡村振兴的进程。

24.村庄风貌提升。共实施 17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7

个。实施项目中，17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清漂”“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建

成 73.6 公里碧道。推进“五美”专项行动，建设“四小园”45276

个，完成存量农房管控微改造 18451 户。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任务如期完成，削坡建房风险点整治经验在全省推广。

25.整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共实施 132 个项目，其中已完

成项目 64 个，实施中项目 68 个。实施项目中，132 个项目基本

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提升

乡村风貌。全市创建 680 个美丽宜居行政村、达标率 54.4%，创

建 34 个特色精品村。二是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带。连线连片建设

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 15 条，县（区）主要党政



13

主要领导分别挂钩联系 1 条，其中源城区“蔬香田园”、东源县

“诗画田园”、连平县“十里花灯”、紫金县“红色传承、古韵

茶香”等示范带建设成效初显，东源县“诗画田园”获得第二届

省十大美丽乡村风貌带，主体村大坪村获得省第二届十大美丽乡

村。

26.产业扶贫项目。共实施 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3 个。

实施项目中，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有需要的脱贫户小额贷款进行贴息，通过资

金支持和政策引导，满足贫困户信贷需求，有效帮扶贫困户选上

项目、启动生产，扩大自主创业，实现了增收脱贫。

27.其他农业农村项目。共实施 58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293 个，实施中项目 258 个。实施项目中，551 个项目基本完

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582 个项目

中有 560 个是驻镇帮镇扶村项目，但由于省下达驻镇帮镇扶村资

金较晚（2021 年 9 月底下达），目前很多项目正在推进中。2021

年我市印发《河源市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全面推

进驻镇帮镇扶持工作，促进全市农业农村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

28.中央投资水利配套项目。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0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开工建设纳入全

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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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龙川县新村水库）1 宗，完成中央下达的投资计划，工程

进展顺利。

29.河长制湖长制项目。共实施 25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1 个，实施中项目 4 个。实施项目中，2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实现了建设碧

道长度 73.6 公里，河湖管护长度 2000 公里，清理河道 3723.45

公里，清理水面漂浮物 4.79 万吨。

30.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共实施 10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8 个，实施中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10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

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2021 年全市用水总量

15.63 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 1.8%。推进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及整改提升工作，2021 年共完成 348 宗取水问题整改，涉及取水

口 449 个。全面完成纸质证存量转电子证照，共发放取水许可电

子证照 982 宗。完成了 2020 年水资源公报和管理年报的编印和

2021 年用水统计季报工作。

31.水土保持项目。共实施 6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4 个，

实施中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0.71

平方公里。

32.重大水利工程。我市无此类项目。

33.海堤加固达标工程。我市无此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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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实施 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已完工的项目基本达到

了“河畅、岸固、水清、景美”的目标，未完工的项目主体工程

已完成。其中：龙川县上坪镇流田水（热水河）治理工程治理河

道总长 8.0km，新建护岸 9.419km，河道清淤总长 7.5km,新建水

陂 2 座，重建桥梁 1 座，新建排水涵管 16 座，新建亲水平台 30

座，配套景观节点 5 处；龙川县金龙河治理河道总长 5.2km，河

道清淤总长 4.7km，新建护岸 5.094km；菖蒲河治理河道总长

5.5km，河道清淤总长 4.64km，新建护岸 10.7km。

35.农村集中供水项目。共实施 9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4

个，实施中项目 5 个。实施项目中，9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共建立 707 个工程

点，解决了 13.59 万户、52.24 万农村人口自来水覆盖问题，实

现了我市 8575 个自然村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圆满完成了我市

农村人口集中供水全覆盖攻坚任务目标。

36.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共实施 79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78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79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移民村道路交

通、生态环境整治、饮水安全、产业发展、农田水利、劳动持能

培训、文化教育、医疗保险、直补资金（小型水利）等 78 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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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完成率 98.7%。

37.其他水利项目。共实施 2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5

个，实施中项目 8 个。实施项目中，2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是对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通过对经安全鉴定为三类坝的水库开展除险加固，及时消

除了水库的安全隐患，并充充分发挥了水库在防洪减灾、供水保

障和灌溉效益功能，减轻了干旱缺水影响、弱化了洪水灾害影响，

在保障人民生活生产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38.造林与生态修复。共实施 4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38

个，实施中项目 3 个。实施项目中，4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完成造林面积 103623

亩，森林抚育完成率 100%，进一步提升了森林资源数量质量，有

效改善林分结构，加快构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森林生态

价值，促进林农就业增收。

39.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共实施 55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

目 55 个。实施项目中，55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自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

制作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34%。全市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作

量完成率达到 48%。全市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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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共实施 20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9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20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

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面积 187855 亩（其中：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 186712.15 亩，薇

甘菊防治面积 1142.85 亩），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0.39‰，林业

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90%。全年完成监测面积 6543.56 万亩次，

监测准确率 99.68%。2021 年需要种苗产地检疫面积 1349 亩，实

际种苗产地检疫面积 1349 亩，种苗产地检疫率 100%。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的落实，大大降低了灾害影响，减少了林业自然灾害的

损失，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41.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共实施 12 个项目，其中已完

成项目 12 个。实施项目中，1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

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发挥了森林保险惠农政策的作

用。林农及种植大户得到了实惠，对保险满意度比较高，巩固了

我市林业体制改革成果。2021 年我市生态公益林理赔报案 13 宗

7.87 万亩，使我市森林资源得到保障，大大降低了森林灾害的风

险和损失。

42.森林乡村建设。共实施 6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6 个。

实施项目中，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

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了 4 个县区建设森林乡村项目，美化了乡

村环境，并对森林乡村进行管护带动当地就业，有效推进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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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3.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监测。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

完成项目 0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 个项目基本完

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推动龙川县

24 个乡镇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和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野生动植

物资源的保护意识。

44.湿地保护与恢复。未安排项目资金。

45.林业种苗。共实施 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4 个。实

施项目中，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

得了良好成效，共完成协议育苗 220 万株。

46.森林资源监测。共实施 3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 个，

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3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

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强化了我市森林资源监测，

有利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47.南粤古驿道重点线路绿化提升。未安排项目资金。

48.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未安排项目资金。

49.林长制试点。未安排项目资金。

50.林业示范基地建设。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国有紫金县黄砂林场森林生态综合示

范园建设 1500 亩，森林康养示范园 1000 亩，森林覆盖率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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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建设自然教育示范区 500 亩。林业康养、休闲区质量提高，

可持续经营，新增就业人数达 300 人，森林覆盖率达 70%以上。

51.其他林业项目。共实施 14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2

个，实施中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14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和平县新建设生

物防火林带 70 公里，维护 100 公里，构建了生物防火林带网络

系统，提高森林体系自身抵制火灾的能力。龙川县完善了森林防

火视频监控中心信息化建设，配置了一系列森林防火设备，宣传

森林防火知识。紫金县完成河惠莞高速公路生态景观林带建设工

程建设面积 850 亩，造林成活率达到 85%以上，加强了森林防火

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防火安

全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起到积极作

用。

52.基本农田保护项目。共实施 8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6

个，实施中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8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 1624820 亩，顺利通过上级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通过项目的建设，完善了“旱能灌、涝能排”的基本农田灌排渠

系，减少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减少水土流失，减少农

业污染，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

53.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共实施 19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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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个。实施项目中，19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市共建有农村垃圾中转站 101 个、

垃圾收集点 32471 个，配备保洁员 6719 名，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保洁覆盖面达 100%，实现了农村垃圾处理规范，自然村保洁员全

覆盖，不断完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体系，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 100%。

54.四好农村路建设。共实施 30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29

个，实施中项目 1 个。实施项目中，30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

度绩效目标。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 209 公里，完成通建制村公路单改双工程、窄路基路面

拓宽工程、县乡道改造工程、通景区公路改造工程等农村公路建

设 304 公里，完成投资 3.7 亿元。2021 年我市源城区成功创建“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源城区乡道 Y152 线被评为全省“十大

最美农村路”，龙川县通过“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审核，龙

川县成功打造了“龙川 1 号公路”农村公路品牌，成为网红打卡

点。

55.四好农村路养护。共实施 10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0

个。实施项目中，10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总体

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实现养护农村公路13637公里，列养率100%。

56.厕所革命-乡村旅游厕所。共实施 2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

项目 2 个。实施项目中，2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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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完成了龙川县、连平县旅游厕所改造

任务，促进当地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

57.巨灾保险。共实施 1 个项目，其中已完成项目 1 个。实

施项目中，1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共安排财政

资金 3000 万元，为我市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强

降雨”购买巨灾保险，保额最高达 4.5 亿元。总体上取得了良好

成效，根据全年降雨情况，获得理赔款 2482.4 万元，充分发挥

了商业保险在应对自然灾害、辅助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8.统一计提的工作经费。该项目未安排资金。

（三）考核工作及大事要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对照报

送省级备案的 2021 年涉农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逐项分析全年

实际完成情况。

1.粮食安全责任制。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粮食种植面积

199.5193 万亩，粮食产量达到 81.15 万吨，比上年增加 0.99 万

吨，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66%。

2.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

年末生猪存栏 75.82 万头，完成了上级下达我县的生猪稳产保供

任务目标。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达到 100%，口蹄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羊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平均免疫抗体检测

合格率分别达 75.14％、98.20％和 75.79％，均高于国家要求的

70%以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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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产品质量安全（含屠宰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已完成

考核任务，其中：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2.9%；

本市蔬菜产品定量检测达到 49.14 批次/万亩（不含快检，下同），

生猪及生猪产品 22 批次/10 万头（只），家禽产品 22.82 批次

/100 万羽（只），水产品 25.55 批次/万吨；中央“十一五”、

“十二五”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项目县（级）项目单位全年定量

抽检农产品样品数量达到 3625 个；100%发放上年度屠宰环节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对屠宰环节病死生猪 100%进行无害化

处理。

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

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完成农村

问题公厕整改 68 座，卫生无害化厕所覆盖率 99.27%，粪污得到

有效处理或资源化利用；按省级实施方案要求梯次推进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40%以上，全面完成省政

府下达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实事办理任务；农村垃圾处理规

范，自然村保洁员全覆盖，不断完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

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率 100%。

5.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新建高标准农

田面积 13.73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5.35 万亩，已建立

高标准农田（含垦造水田）长效管护机制，通过项目的实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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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善了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了耕地质量，提高了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保障粮食安全基础。

6.耕地污染防治。已完成考核任务，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 98.56%。

7.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完成河

湖管护长度 2000 公里。开工建设纳入全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的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龙川县新村水库）

1 宗，完成中央下达的投资计划。

8.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

2021 年全市用水总量 15.63 亿立方米，低于省下达的用水总量目

标 20 亿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 122.7 立方米，低于 2020 年的

144.3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4 立方米，低于 2020

年的 35.0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34，高于省下达

的 0.520。

9.水土保持。已完成考核任务，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0.71

平方公里。

10.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主要林业

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8.5‰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88%以上，

测报准确率达到 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 100%。

11.造林及抚育。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完成高质量水源

林造林更新103623亩，其中，人工造林2310亩，退化林修复7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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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封山育林 23803 亩；新造林抚育 251436 亩。完成中幼林抚

育 332000 亩，大径材培育 44000 亩。

12.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已完成考核任务，其中：全市自

然保护地范围边界矢量化数据制作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34%。全市

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划定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48%。全市自然保护

区科学考察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41%。

13.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已完成考核任务，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 1624820 亩，顺利通过上级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 年，在省涉农办的正确指导下，我市涉农统筹整合工作

取得了一些成绩，顺利完成全部省下达的区域考核绩效目标，但

严格对照上级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部分县（区）系统谋事能力不足。有些储备项目过散过

小，质量不高，缺乏重点，难以集中财力办大事，涉农资金使用

绩效不明显。有的县区只是汇总镇、村申报的项目，没有站在全

县（区）大局上对辖区范围内实施的项目进行统筹谋划。二是市

县财力薄弱，统筹涉农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成效不够突出。

我市地处粤北贫困山区，经济基础差、经济总量小、财力薄弱，

市县本级可支配财力主要用于保障“三保”基本要求，维持收支

平衡主要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新增债券支持。近年来上级

下达的涉农考核任务指标逐年增加，上级下达的涉农资金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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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障考核任务的完成，剩余市县可统筹空间很小，集中财力办

大事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下来，我们将根据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压实县（区）主体责任，

采取通报、约谈、实地督导等多种方式，推动各县（区）、各部

门抓好落实，共同做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工作，切实提高涉

农资金支出进度，提升涉农资金使用成效。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此次绩效评价情况将在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