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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供销社 2020 年供销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自评总结

市财政局：

根据《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安市

财绩﹝2021﹞1 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单位 2020 年拨付使用的

供销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实际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安顺市委 安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安市发[2016]24 号）要求，加大

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政策扶持，市级人民政府批复供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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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2020 年 500 万元。由安顺市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主管项目实施，资金用途：1、偿还由市扶投公司垫

付的供销社历史政策性挂账 314.37 万元；2、行业及市场管理

监测经费 50 万元；3.化肥淡储补助 60 万元；3、对各县（区）

及市社直属企业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政策扶持 75.63 万元。

（一）归还扶投公司借款（消化政策性挂账）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314.37 万元用于偿还由市扶投公司

垫付的供销社历史政策性挂账。

2.资金使用情况。因市财政局对 2017-2018 年供销事业发展

专项基金进行绩效评价，该项目资金评价报告中未得分，尚未完

成整改。2020 年该专项资金未拨付。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2020 年该专项资金未拨付。

4.管理情况。2020 年该专项资金未拨付。

（二）行业管理工作经费（化肥专项管理经费、维护企业内

部稳定及招商引资、聘用人员工资社保等支出）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48 万元用于：加强化肥储备组织供应

工作的检查，加强化肥市场网络建设和监管，确保化肥储备和有

效供应；妥善处理和协调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直属企业

内部稳定；招商引资；支付市社机关聘用人员工资社保等。

2.资金使用情况。已拨付 48 万元到市供销社财政零余额用

款账户，2020 年实际支出 33.46 万元，结转 14.54 万元 2021 年



- 3 -

继续使用。市供销完成抓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相关工作；按照

时间节点完成省社、市政府各项目标任务安排；不断深化供销改

革；做好供销社系统直属企业维稳、招商引资等工作。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确保本年度化肥淡储工作顺利完成；

按照省社、市政府目标考核相关要求调度全市供销工作 3 次，确

保各项任务按时间节点推进；协调解决市供销社直属企业汽车运

输站 4 名同志到龄退休补缴社保事宜；慰问离退休干部及离退休

遗孀 2 次；对直属企业进行基层党建工作指导 2 次；对直属企业

进行安全生产排查 6 次，对排查出的问题妥善解决 29 个问题；

对直属企业进行财务检查、内部审计 4 次等。3.完成招商引资项

目 3 个，招商引资额 1.5 亿元。4.支付聘用人员 3 人工资社保。

4.管理情况。行业管理工作经费申报及管理单位为市供销

社，管理科室为办公室、业务科、人教科、财务统计科。已建立

《安顺市供销社行业管理工作经费管理办法》（暂行），日常监管

为财务统计科。按照年初绩效目标申报情况，各科室均按要求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按《安顺市供销社行业管理工作经费管理办法》

支出各项经费。

（三）市场监测及信息管理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2 万元用于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限公

司销售全市特色农产品，收集发布全市特色农产品信息、报价等，

助推“黔货出山”，助力脱贫攻坚。

2.资金使用情况。已申请拨付 2 万元到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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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已按年初绩效目标完成相关

任务。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市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完成全市 120

款农特产品信息、报价的收集，并通过全国“832 平台”、“供销

铺子”小程序、市供销社官网、“一码供销特色馆”“黔农云”等

网络平台发布全市特色农产品信息 100 余次，为购买者提供实时

准确的特色农产品信息，加大全市农特产品对外销售力度，助推

黔货出山。

4.管理情况。市场监测及信息管理经费的申报和管理单位为

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验收检查单位为市供销社，市供销

社在拨付该款项时同时下发《安顺市供销社关于下达 2020 年市

场监测及信息管理专项经费的通知》，对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作

明确要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不定期进行财务稽核及系统内部

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四）化肥淡储补助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60万元用于补助市农资公司承担化肥

淡储任务期间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政策性亏损补助、仓租费等。

2.资金使用情况。已申请拨付 60 万元到市农资公司，市农

资公司解决化肥全年生产季节性供应问题，保障全年全市化肥供

应，平抑农用化肥需求旺季的市场价格。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市农资公司完成化肥淡储 10823 吨，

平价销售化肥 9100.68 吨，有效解决化肥全市全年生产季节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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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供应问题，平抑农用化肥需求旺季市场价格，为促进我市粮食

稳产、增产发挥积极作用。

4.管理情况。化肥淡储补助项目申报及管理单位为市农资公

司，验收检查单位市供销社，市供销社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市农

资公司履行《化肥淡储协议》情况进行检查，财务统计科拨付该

款项的同时下发《安顺市供销社关于下达 2020 年化肥淡储补助

的通知》对该专项经费使用及管理作详细要求。在资金使用过程

中，不定期进行财务稽核及系统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五）建设示范性“三位一体”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36 万元用于培育创建“三位一体”

示范社，实现基层社利润增长，经营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经

营主体能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资金使用情况。已申请拨付 36 万元到六个县区。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六个县（区）各建成一个“三位一体”

新型基层供销社示范社。每个基层供销社示范社 6 万元。

4.管理情况。“三位一体”示范社项目申报单位为创建示范

性基层供销社，管理单位为各县区供销社，验收检查单位市供销

社。专项资金申报均为“以奖代补”，申报时已按市供销社《安

顺市供销社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安顺市供销社供销合作事业发

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提供项目相关资料。市供销

社拨付该款项的同时下发《安顺市供销社关于下达 2020 年供销

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基金的通知》对该专项经费使用及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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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要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市供销不定期进行财务稽核及系

统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六）建设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500 万中安排 6万元用于创建示范社农民专业合作

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通过合

作社示范带动，实现农户的收入增长。

2.资金使用情况。已申请拨付 6 万元到六个县区。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六个县（区）各建成一个示范性农民

专业合作社。每个示范社 1 万元。

4.管理情况。“建设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申报单位

为创建示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单位为各县区供销社，验收

检查单位市供销社。专项资金申报均为“以奖代补”，申报时已

按市供销社《安顺市供销社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安顺市供销社

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提供项目相

关资料。市供销社拨付该款项的同时下发《安顺市供销社关于下

达 2020 年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基金的通知》对该专项经

费使用及管理作详细要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市供销社不定期

进行财务稽核及系统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七）新网工程网点建设（四大网络）

1.项目概况。从市级人民政府批复的 2020 供销事业发展财

政专项资金 500 万中安排 33.63 万元用于实施“新网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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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改变农村商品流通落后面貌，密切农产品产销对接，

重点打造农产品产销对接销售平台，助推“黔货出山”。

2.资金使用情况。已申请拨付 33.63 万元到两个“新网工程”

申报单位和 6 个新网工程网点。

3.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建成两个“新网工程”项目和 6 个新

网工程网点，分别为安顺市供销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供销铺子”

农特产品销售服务平台建设、关岭索岭苗乡辣椒加工项目、6 个

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

4.管理情况。“新网工程”项目申报单位为安顺市供销绿色

农产品有限公司、关岭索岭苗乡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 个生

产性为农服务中心。管理单位为市供销社及关岭县供销社及其他

五个县区供销社。验收检查单位市供销社。专项资金申报均为“以

奖代补”，申报时已按市供销社《安顺市供销社项目建设管理办

法》《安顺市供销社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提供项目相关资料。市供销社拨付该款项的同时下发《安

顺市供销社关于下达 2020 年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基金的

通知》对该专项经费使用及管理作详细要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

市供销社不定期进行财务稽核及系统内部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

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市财政局绩效自评工作要求，市

社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安排部署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二）稳步推进工作。明确由财务统计科牵头，其他业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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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项目资金申报单位配合，对 2020 年 500 万供销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全面进行绩效自评。评价工作以资金申报科室和单位为

主，归口管理的业务科室对资金使用单位进行督查、审核汇总，

确保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自评情况

为深入推进我市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结合我市实际，

在财政预算的供销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消化政策性挂

账”支出，行业及市场监测管理经费、化肥淡储补助、各县（区）

供销事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落实处理供销社历史遗留问题。2017 年起每年从列入预

算的供销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中统筹归还扶投公司垫付的供销

系统政策性挂账本息，5 年安排完毕。切实减轻市供销社系统

历史以来债务包袱，轻装上阵，为全面深化供销改革做铺垫。

在财政预算的供销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行业管理经

费。保障市供销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维护供销社系统

直属企业稳定、招商引资等工作，不断深化供销改革。

在财政预算的供销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安排市场信息监

测及信息管理经费支出。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市供销绿

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全年对外发布全市农特产品 120 款，实现

销售收入 104 万元。切实发挥助推黔货出山，助力脱贫攻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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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军作用。

在财政预算的供销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安排化肥淡储补助

支出。解决化肥全年生产季节性供应问题，保障全年全市化肥供

应，平抑农用化肥需求旺季的市场价格。

系统实施了“三位一体”新型基层供销社建设、示范性农

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新网工程”升级改造建设，逐步完善供

销社基层组织体系，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功能。

（二）自评结论

安顺市供销社 2020 年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绩效评价平均得分为 75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良”。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观念淡薄，缺乏主动性。只重视资金预

算，不重视绩效管理。

（二）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架构不够完善，缺乏统筹性。主

要体现在缺乏专门的绩效管理人员或科室。没有专门的监管科室

或人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介入整个环节中，导致绩效考核结果好

的无法复制，存在问题的不能及时修正。

五、针对问题提出的整改措施

（一）强化预算绩效意识，提高站位，积极主动作为，主动

对财政资金预算实施绩效管理。充分认清预算绩效管理对全面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增强供销社系统内预算绩效的统筹协

调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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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一是建立以预算绩效为核心

贯彻业务全流程的管理模式，明确主体责任，细化权责运行，建

立和完善预算绩效相关制度；二是培养经济、审计、法律及相关

管理学知识全面贯通的复合型人才，注重加强对专业技术能力和

职业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人力保障体系。

安顺市供销社

2021 年 2 月 18 日

（联系人：倪 佩；联系电话：1858669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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