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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农村扶贫开发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我们接受成都市财政

局委托，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对成都市农

业农村局 2018 年农村扶贫开发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扶贫专项资

金）开展绩效评价，踏勘了都江堰市、彭州市、金堂县、高新区、

简阳市五个区（市）县 21 个项目点，进行了 140 人次座谈，累计

进行满意度调查 200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扶贫专项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扶贫开发的部署

要求，根据《成都市深化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11-2020 年）》

（成委发〔2012〕10 号）和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

于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成委发〔2017〕25

号）、《关于实施三年巩固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成委发〔2018〕31 号）等政策文件来推动我市农

村扶贫开发，经过两年集中脱贫攻坚，全市 116 个省定贫困村和

贫困人口 2017 年底已全部实现脱贫，从 2018 年起进入实施三年

巩固提升阶段，按照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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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求，对已脱贫对象开展巩固提升，对 58 个经济薄弱村实施

农村扶贫开发。其中：    

1.村级扶贫资金每村安排 20 万元，根据“缺啥补啥、群众自

愿”的原则围绕培育和壮大农村特色优势产业，用于发展种植业、

养殖业、加工业、民族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围绕改善贫困村基

本生产条件，用于修建小型公益性生产设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小型农村饮水安全配套设施、村组道路及其他小型公益设施。 

2.根据动态识别程序确定重点户和产业帮扶户每人安排 0.1

万元标准为巩固提升重点户和产业帮扶户的产业发展。 

3.依据《市财政局 市农委 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开展“扶贫保”

工作的通知》（成财外〔2017〕45 号），对全市购买“扶贫保”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保费补贴。 

4.根据成都高新区、简阳市的有关请示，对 10 个贫困村给予

项目资金支持，提升扶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二）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年巩固提

升行动进一步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要求，我市将从

2018 年开始，实施三年巩固提升行动。一是对成都市高新区、简

阳市已脱贫对象开展巩固提升，确保到 2020 年生产生活条件稳定

达到小康水平 ；二是对经济薄弱村和产业帮扶户开展精准帮扶，

确保到 2020 年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所在区（市）县同期水

平 70%以上，与全市实现同步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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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支持方式 

扶贫专项资金是以改善我市贫困村、贫困户（含经济薄弱村、

产业帮扶户）帮助发展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收入水平

为目的的专项补助资金。项目资金支持的补助范围为省、市确定

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含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户），以及跨区域

对口帮扶地区为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及发展生产、增强自我发

展能力的建设项目。资金申报条件为市域范围内有脱贫攻坚（扶

贫开发）帮扶对象的区（市）县和成都市对口扶贫的藏区贫困县。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前期准备、单位自评、现场评价、报告撰

写四个阶段，以现场评价为主、非现场评价为辅，组织实施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在收集项目文件资料、细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的基础上，深入到部分项目点，实地查看项目申报、实施及运行

情况，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通过汇总整理，结合项目主管部门绩

效自评报告，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评价结论，经过复核和交换意

见后，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二）评价指标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 2019 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项目特点，

按照“专项资金”项目指标体系设计本项目个性评价指标。对资金

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评价资金使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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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和

项目管理的相关建议，为以后年度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个性评价指标设计如下: 

1.贫困村项目完成率（5 分）：主要评价区县村级项目计划数

量完成情况。 

2.贫困户项目完成率（5 分）：主要评价区县贫困户项目计划

数量完成情况。 

3.项目报账率（5 分）：主要评价区县当年项目实际报账完成

情况。 

4.完成时限（5 分）：主要评价项目计划时限完成情况。 

5.贫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0 分）：主要评价区县贫

困村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6.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0 分）：主要评价区县贫

困户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7.村级项目社会效益（10 分）：评价项目对村级社会发展带

来的影响和效果情况。 

8.满意度调查（10 分）：按调查问卷结果评分。 

9.长效机制（5 分）：评价长效机制的建立情况。 

10.项目可持续性（5 分）：评价贫困村贫困户项目建成后是

否有可持续发展潜力。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总体上看，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绩效目标明确，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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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程序比较清楚、组织管理较完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但现场评价也反映出乡镇产业技术薄弱以及项目的效益未达到农

户实际需求等问题。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91.82 分，

其中，项目决策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5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4.5 分；项目效果满分 70 分，评价得分 62.32 分。

具体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必要性（政策依据） 3 3  
科学决策（5 分）

可行性（政策完善） 2 2  
明确性 3 3  

绩效目标（5 分）
合理性 2 2  

项目决策
（15 分） 

资金管理（5 分） 资金分配 5 5  
投入管理（5 分） 预算执行率 5 5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财务监控有效性 1 1  财务管理（5 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 2 1.6 
项目申报规范性 1 1  
资金分配规范性 1 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1 0.9  

项目管理
（15 分） 

项目管理（5 分）

信息公开情况 1 1  
贫困村项目完成率 5 3.6  
贫困户项目完成率 5 4  

项目报账率 5 3.4 
项目完成（20 分）

完成时限 5 4.4  
贫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10 10  
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10 10  

村级项目社会效益 10 8.38 
项目效果（40 分）

满意度 10 9.28 
长效机制 5 5 

 
 

项目效果
（70 分） 

长期影响力（10 分）
项目可持续性 5 4.27 

合    计 100 91.82 

四、项目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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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8 年市级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 5000 万元，其中：  

1.村级扶贫资金 3480 万元，20 万元/村。 

2.到户扶贫资金 860.9 万元，0.1 万元/人。 

3.2017 年“扶贫保”保费市级财政补贴资金 59.38 万元，用于

全市购买“扶贫保”的 24742 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补贴保费 24

元。 

4.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资金 599.72 万元，用于高新区、简阳市

草池镇三渔村、飞龙乡协义村等 10 个贫困村项目资金支持，提升

扶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1.资金分配情况 

市农委根据市扶贫办制定的《成都市 2018 年度市级财政扶

贫专项资金安排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报市财政局审核后已于 2018

年 8 月下达各区（市）县。具体分配金额如下： 

区（市）县 分配项目 数量 单位
 分配资金 
（万） 

合计（万）

天府新区 到户扶贫资金 98 人 9.8 9.8 
村级扶贫资金 20 个 400 
到户扶贫资金 836 人 83.6 

“扶贫保”保费补贴 3707 人 8.89 
成都高新区 

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资金 2 个 120 

612.49 

青白江区 到户扶贫资金 10 人 1 1 
郫都区 到户扶贫资金 52 人 5.2 5.2 

村级扶贫资金 140 个 2800 简阳市 
到户扶贫资金 6642 人 664.2 

3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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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保”保费补贴 21035 人 50.48 
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资金 8 个 479.72 

村级扶贫资金 3 个 60 
都江堰市 

到户扶贫资金 91 人 9.1 
69.1 

村级扶贫资金 2 个 40 
彭州市 

到户扶贫资金 61 人 6.1 
46.1 

邛崃市 到户扶贫资金 382 人 38.2 38.2 
村级扶贫资金 2 个 40 

崇州市 
到户扶贫资金 118 人 11.8 

51.8 

村级扶贫资金 4 个 80 
金堂县 

到户扶贫资金 165 人 16.5 
96.5 

大邑县 到户扶贫资金 83 人 8.3 8.3 
村级扶贫资金 3 个 60 

蒲江县 
到户扶贫资金 71 人 7.1 

67.1 

村级扶贫资金 174 个 3480 
到户扶贫资金 8609 人 860.9 

“扶贫保”保费补贴 24742 人 59.38 
合计 

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资金 10 个 599.72 

5000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各区（市）县扶贫专项资金实际支

出 4791.99 万元，支出进度为 95.84%。详见下表： 

区（市）县 
计划下达资金 
（万元） 

实际下达资金 
（万元） 

支出金额 
（万元） 

支出进度（%）

成都天府新区 9.8 9.8 9.3 94.9 
成都高新区 612.49 612.49 544.99 88.98 
青白江区 1 1 1 100 
郫都区 5.2 5.2 5.2 100 
简阳市 3994.4 3994.4 3994.4 100 
都江堰市 69.1 69.1 37.5 54.27 
彭州市 46.1 46.1 5.9 12.8 
邛崃市 38.2 38.2 36.1 94.5 
崇州市 51.8 51.8 51.3 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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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 96.5 96.5 36.4 37.72 
大邑县 8.3 8.3 8 96.39 
蒲江县 67.1 67.1 61.89 92.23 
全市合计 5000 5000 4791.99 95.84 

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抽查市级专项资金总

额 4818.59 万元。截至评价日，实际支出专项资金 4700.39 万元，

资金使用率为 97.55%，抽查区（市）县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区（市）县 市级资金 已使用资金 资金使用率（%）

都江堰市 69.1 51.5 74.53% 

彭州市 46.1  5.90  12.8% 

金堂县 96.5 96.4 99.9% 

高新区 612.50  552.19  90.15% 
简阳市 3,994.4  3,994.4 100% 
合    计 4818.6 4700.39  97.55% 

3.县级配套资金情况 

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县级配套资金共 5994.41

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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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图形可以看出区（市）县的配套资金均在 50%以上，

其中：金堂县的县级配套达到 390%。 

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资金管理办法及执行情况 

2017 年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出台了《成都市财政扶贫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成财农〔2017〕114 号），该办法明确规定：  

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市财政局负责组织编制扶贫专项资金

预算，审核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并按规定办理预算指标下达。县

级财政部门组织编制本级配套资金预算，并将上级补助及本级预

算安排资金纳入县级财政扶贫资金专户管理，同时配合同级扶贫

部门申报扶贫项目、督查项目的推进情况。参与项目的验收，据

实拨付项目资金，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扶贫部门的职责：根据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的资金额度、拟定

年度资金分配方案，并报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负责扶贫

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及时组织项目检查和验收等。 

区（市）县财政部门要设立扶贫资金专户，实行专账核算、

专项管理，并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管理。 

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都制定有本级扶贫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和报账细则。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扶贫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二）项目管理措施及执行情况 

扶贫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监督根据《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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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实施管理指导意见（暂行）》的通知进行。 

扶贫项目实行“群众参与、村（户）申报、镇（乡）级审查、

县级审批、市级备案”的立项程序进行申报审批。县财政局负责资

金监督管理，指导项目资金拨付与资金报账。县扶贫办负责项目

的前期调查、方案审查、扶持对象审核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阶段

性核查、报账票据财务审核、项目验收等工作。 

1.村级扶贫项目由村委提出申请、镇政府审核、县扶贫办审

批立项后，由村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完成后经村、乡

镇和县级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经审计后实行县级报账制。 

2.产业帮扶户和重点提升户的识别按照村民申请、村两委初

选、镇审核、县扶贫办审查、市扶贫办备案的流程实施。相对贫

困户根据自身情况实施项目验收合格后，由政府给予资金补助。 

从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来看，各项管理措施执行

情况较好，通过建立健全项目公告、公示制度，严格执行建设项

目管理程序等措施，对财政扶贫资金和其他扶贫资金进行了严格

的管理。如：金堂县扶贫办在产业帮扶户识别复审阶段进行综合

评定，对帮扶户住房、车辆、工商、财政供养等相关信息进行比

对，符合条件后进行县级公告并报成都市扶贫办备案。 

（三）财务管理办法及执行情况 

扶贫专项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由县级财政专款专用、

专账核算。在项目启动时，可按程序预拨部分启动资金，以利于

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县级扶贫办负责项目的实施管理、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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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验收、并负责报账资料的收集和初审。县级财政部门根据扶

贫办提交的报账资料进行复核后按报账程序将财政补助资金直接

拨付给项目所在乡镇或实施单位，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

县扶贫资金管理较规范。 

六、项目完成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1.项目完成任务量 

全市计划实施到村项目 192 个，已完工 184 个、项目完成率

为 95.83%。                            详见下表： 
项目完成情况表 

项目种类 计划实施 已实施完成 完成比例 

种植业 25 21 84% 
养殖业 6 6 100% 

乡村旅游业 1 1 100% 
其他 144 144 100% 

道路交通 11 7 63.64% 
农田水利 5 5 100% 
合计 192 184 95.83% 

注：表中的“其他”项目主要为简阳市到村资金调整入股三新惠农公司实施金鸡工程项目。 

全市计划实施到户项目 8609 人，实际完成 8434 人，完成率

为 97.97%。 

全市计划对购买“扶贫保”的 2474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补

贴，已全部完成。 

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我们踏勘了 21 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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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点，查看村级扶贫项目 26 个、已完工 22 个、项目完成率为

84.62%。完成情况如下： 

区（市）县 村 项目类别 项目 项目 
数量 

完成 
数量 

插旗村 基础设施类 插旗村至向峨乡毛路新建项目 1 - 
彭州市 

玉皇村 基础设施类 道路扩建 1 1 

汪家村 产业发展类
花果种植示范基地及销售平台

项目 1 - 

产业发展类 新建樱桃果园种植 1 1 
产业发展类 马铃薯原种二期项目 1 1 三渔村 
产业发展类 稻田养殖项目(入股超凡大酒店) 1 1 

盘湾村 产业发展类 新建 20 亩葡萄基地种植项目 1 - 

高新区 

尊恭村 产业发展类 “七彩果园”苗木种植 1 - 
艳景社区 产业发展类 中药材种植项目 1 1 

都江堰 
古城社区 基础设施类 道路沟渠建设项目 1 1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2 2 
快乐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同乐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2 2 
农场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五洞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顺源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小湾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河坝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红庙山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龙溪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互助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简阳 
 
 
 
 

 
简阳 

金星村 产业发展类 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 1 1 

熊安村 产业发展类 黄荆树种植项目 1 1 
金堂县 

泉水沟村 产业发展类 新建柑园基地 1 1 
合计 26 22 

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计划实施到户项目 7795

人，已实施 7642 人，完成率为 98.04%。 

2.项目完成质量 

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已完工的 22 个村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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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设计要求，已全部通过村、镇、县三级验收合格，并投入正

常使用。 

（二）项目效果情况 

2018 是三年巩固提升阶段第一年，从总体实施的效果来看，

扶贫对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扶持，切实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效，贫

困村和经济薄弱村的村级公共服务水平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了有效的改善和提升，对全市 24742 户购买“扶贫保”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进行补贴，切实防范、减少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因意外

返贫或加重贫困户贫困情况的发生。2018 年贫困村农民人均收入

达到 1.39 万元，同比增幅 16%，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 0.82 万元，

同比增幅 15%。 

1.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共计划实施 26 个村

级扶贫项目，已实施完成 21 个。其中：完成的果木种植项目，栽

种成活率较高，目前长势良好，挂果产生收益尚需 1-2 年；完成

的道路交通类项目，方便了群众出行，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简阳市扶贫资金入股金鸡扶贫产业项目，能够

获得实缴资本金 5%的经济效益，给本村带来长效的产业效益不

足。 

2.根据随机对 200 户受益群众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总体满

意度为 92.81%。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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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满意度情况如下：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产业技术扶贫方面 

根据现场评价抽查的 5 个区（市）县贫困村、贫困户的项目

情况，在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中重资金投入，轻技术投入，没有

很好的建立健全技术扶贫体系，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重点是帮助

农民增加收入和发展产业，但是由于乡镇农业科技人员较少，技

术指导和技术服务跟不上，即使农户得到了资金项目支持，也还

55.50%
37.50%

5.25%
1.38%

0.38%

总体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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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用传统的养植（殖）方式，不能形成产业化经营格局，经济

效益不是很明显。 

（二）项目比选资料方面 

 部分项目在实施招投标比选程序中缺少对投标单位的资格

审查。其中：都江堰市石羊镇古城社区段家鱼塘沟渠道路新建项

目招标文件要求投标单位提供建筑工程等相关资质及业绩证明、

根据查看比选资料未见投标单位提供的工程资质证书等资料；高

新区三岔镇汪家村花果种植示范基地及销售平台项目，比选过程

中部分公司资质资料不齐，但在评审过程中资格审查为合格。 

（三）个别区（市）县项目进度不佳和效果未达到预期 

彭州市桂花镇插旗村至向峨乡毛路新建项目，计划开工日期

为 2019 年 2 月 20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2 日，截至

评价日，根据实地查看，目前状态还是一条泥路，尚未竣工（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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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完工报账方面 

现场评价抽查的彭州市，按实施方案应完成村级扶贫项 

目 2 个，截至现场评价日，实际完成项目 1 个，项目完成率 50%，

资金报账率为 12.8%。高新区按实施方案应完成村级扶贫项目 29

个，截至现场评价日，实际完成项目 26 个，项目完成率 89.66%，

资金报账率为 74.53%。 

项目完成率不高是因为前期调研不充分，另一方面在实际操

作中，种植业项目错过栽种的黄金季节，一定程度影响了项目实

施进度。 

资金报账率不高是因为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未按进度进行报

账导致资金报账率低于项目完成率。 

（五）项目效益方面 

简阳市扶贫资金项目经过 2018年第六次会议议事纪要对 144

个村，涉及 3512.1 万元和 284 人的到户资金 28.4 万元,共计 3540.5

万元进行调整，调整为入股三新惠农科技有限公司金鸡扶贫产业

项目，截至评价日三新惠农共收到入股资金 4882.24 万元。其中：

中央、省级扶贫资金 471.26 万元，市级扶贫资金 3118.12 万元，

区县配套资金 1219.98 万元，村自有资金 72.88 万元。 

金鸡扶贫产业项目的运营主体为简阳市汇众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主体三新惠农科技有限公司为汇众农投旗下

的子公司。三新惠农科技有限公司募集到的 4882.24 万元扶贫资

金主要用于其母公司金鸡项目前期产生的工程成本、拆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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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贷款利息等成本性支出。三新惠农科技有限公司自身

并无项目收益，金鸡扶贫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收益由其母

公司获得，故村和村民的入股收益，只能根据与汇众农投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获得实缴资本金 5%的保底收益，并无其他收益。 

（六）资金使用方面 

高新区三岔镇汪家村花果种植示范基地及销售平台项目市

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 万元，主要用于土地租金、青苗补偿、基

地大棚建设及小型配套工程，其中：支付土地租金和青苗补偿费

3.36 万元，属于超范围开支与资金管理办法第八条不符。 

七、相关建议 

（一）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增强脱贫致富能力，逐步建立健

全技术扶持体系，提高扶贫效果。 

各区（市）县要用足用好农业科技人员，充分调动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开展多种形式的种养殖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保证有

劳动力的贫困户和产业帮扶户户均有 l 名熟练掌握和应用先进农

业技术的劳动力；也可以充分发挥农村农业局在技术指导和市场

营销中的作用。 

（二）严格按照招投标比选程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 

针对部分项目在实施招投标比选程序中存在缺少对投标单

位的资格审查，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比选程序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

预审；并对现场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保证招投标比选程序的公

平、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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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级扶贫部门应做好项目前期调研准备工作 

县级扶贫部门应加强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调研和考察，

考察项目能否达到农户实际需求，让农户真正感受到扶贫的实际

成效，得到实际的利益，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功能和效益。 

（四）确保扶贫资金的安全性 

针对金鸡扶贫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和募集资金主体不同这一

现象，为确保扶贫资金的安全性，也确保村及村民的收益得到有

效保障，建议简阳市政府与项目实施主体协商，严格按照 2018

年第六次会议议事纪要要求，由三新惠农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实施

运营金鸡扶贫产业项目，项目建成后还应加强后续管理工作，并

帮助入股村和农户积极发展后续产业，同时建立扶贫入股资金退

出监管机制，确保扶贫资金的安全以及扶贫资金退股后的再利用。  

（五）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付扶贫资金 

针对高新区三岔镇汪家村花果种植示范基地及销售平台项

目将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36万元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和青苗补

偿费的问题，建议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责成涉及区县整

改，确保专项资金安全合理。 

（六）做好项目申报及督促检察工作 

一、督促资金尽快报账到位；二、监督项目实施进程；三、

加强帮扶村的资金落实及项目实施情况；四、明确扶贫项目的责

任人员责任，落实好扶贫资金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和项目法人制度。 

同时为了调动贫困乡镇实施扶贫项目的积极性，县级财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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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安排一定比例的项目前期经费和管理经费，用于项目的申报、

建设和管理。乡镇干部尤其是乡、村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扶

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培养敬业精神，增强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

尽心尽力抓好项目的申报、建设和管理等工作。 

 

 

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