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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简阳市幼儿园中小学标准化建设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支出开展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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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至 2019 年 8 月 9 日对简阳市教

育局 54 所中小学标准化建设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踏

勘了简阳市施家镇、永宁乡、平武镇等 乡镇涉及 14 个项目点，

进行了 18 次座谈，累计发放问卷调查表、满意度调查表 252 份。

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简阳市属百万以上农业人口大县，教育基础设施条件远低于

同圈城区县，义务教育学校普遍存在生均校舍、生均运动场不足

的问题，以原有校舍条件难以通过省、中央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 

根据《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简阳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成委发〔2016〕16 号），

成都市全面支持简阳市对标推进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国际化工

作，以顺利通过 2018 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省、中央督导评估。2017

年 11 月 21 日,成都市市委常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简阳市经济社



 — 2 — 

会发展“三步走”实施方案》，支持简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和公办幼

儿园标准化建设。《研究简阳市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177 号）明确：简阳市

政府要加快 54 所义务教育学校、22 所公办幼儿建设项目（注：

此部分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进度，其中 54 所义务教育学校确保

于 2018 年 5 月底主体完工、10 月底具备使用条件。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促进全域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17〕

28 号），要求简阳市加快区域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确保 2018

年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2020 年义务教育学校整体办学条

件基本达到成都市郊区（市）县平均水平。 

2.年度目标：按照可研报告，简阳市将新建（扩建）54 所标

准化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建设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运动场建设面

积约 46 万平方米，计划 2018 年 10 月初步具备使用条件。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及方式 

按照《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简阳市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177 号）精神，

明确了“纳入市、县两级财政资金分担的建设资金规模控制在 26

亿元以内，公办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所需建设资金

（不含征地和“七通一平”资金）按市本级、简阳市 8 2∶ 比例分担，

中小学运动场标准化建设资金按市本级、简阳市 7 3∶ 比例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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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建设工作中若有资金缺口，由简阳市政府统筹解决。 

市本级承担资金分三年安排（2018-2020 年），资金管理纳

入市教育局现有的灾后重建专户管理，在专户中设立简阳市公办

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等项目资金专账，市本级和简

阳市按照年度实施计划和工程实施进度等要求拨付资金”。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及方式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采用综合评价法及现场调查法相结

合的方式，具体包含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实地踏勘、访谈、问

卷调查、资料的查证与复核等。 

（二）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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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财绩〔2019〕6 号）和《2019 年成都市部门项目

（基本建设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细化项目绩效三级

指标内容、分值，设计了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该项目设

立背景、项目总体目标以及年度目标，资金支持对象具体特性情

况，设置本评价项目个性特性指标。具体如下： 

1.人口覆盖率：考察受益人群是否全覆盖。 

2.教育基础设施标准达标情况：主要考核项目建设是否符合

标准化建设，符合均衡化建设的要求。 

3.规划学位的使用率：考察项目建设学校使用情况，考核设

计的学位数以及投入招生的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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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效管理：主要考核项目实施后是否可长期产生效益。 

5.受益对象能力提升：考核项目实施后受益对象能力、水平

是否获得提升。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经总体分析，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目标清晰，但目标设定

不够合理；资金支出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组织管理实

施制度较健全、有效。但项目建设过程手续不完备，项目大部分

学校完工时间延迟较长，使用率不高，项目整体效益有待提高。

通过对受益学校教师及学生家长的满意度调查，项目总体满意度

为 92.61%，满意度较高，反映本项目获得相关受益者的认可。 

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6.86 分。其中：项目决

策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4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3.7 分；项目绩效满分 70 分，评价得分 59.16 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标准分值 实际得分 

必要性（政策依据） 5 5 科学决策 
（10 分） 可行性（政策完善） 5 5 

明确性 3 3 

项
目
决
策
（15

分
） 绩效目标 

（5 分） 合理性 2 1 
投入管理 
（5 分） 预算执行率 5 5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2 2 

财务监控有效性 1 1 

项
目
管
理
（15

分
） 

财务管理 
（5 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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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1 0.5 

政府招标规范性 1 1 

合同管理完备性 0.5 0.5 

监理规范性 0.5 0.5 

工程变更规范性 0.5 0 

项目验收规范性 1 0.7 

项目管理 
（5 分） 

三算一致性 0.5 0.5 
完成数量 5 1.8 
完成质量 5 5 
完成时效 5 1.8 

项目完成 
（20 分） 

完成成本 5 4.7 

人口覆盖率 10 10 

使用率 10 6.6 
标准达标率提升（教育基础设施

提升） 10 10 
项目效益 
（40 分） 

满意度 10 9.26 

长效管理 5 5 

项
目
绩
效
（70

分
） 

长期影响力（10
分） 受益对象能力提升 5 5 

合计 100 86.86 

四、项目资金安排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简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和公办幼

儿园标准化建设资金的通知》（成财教〔2018〕86 号）文件。2018

年项目预算安排资金共计 8.75 亿元，其中成都市财政局 2018 年

下达专项资金 7 亿元，简阳市预算安排资金共 1.75 亿元。简阳市

于 2018 年 4 月将本级配套资金 1.75 亿元划拨至成都市教育局灾

后重建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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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16 日，成都市教育局将 8.75 亿元专项资金拨付

给“简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预算执

行率 100%。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分配。 

根据简阳市政府 2017 年 116 次会议纪要：54 所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建设项目，其中 53 所学校由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代理业主实施；另 1 所学校东溪初中，由四川雄州

实业有限公司承建。 

2018 年 7 月 17 日，简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标准化建

设领导小组将8.75亿元专项资金拨付给项目业主单位四川龙阳天

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评价时点，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将专

项资金 8.75 亿元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根据项目实际施工进度拨付

施工单位。 

2.使用情况。 

本次评价范围共包括 54 所学校，本次评价选取 14 个现场点

位，选点数量占比为 26%；按照项目估算投资金额，选点项目资

金占比 31.3%。 

截至 2019 年 7 月 16 日，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已支付项目资金 35.8 亿元（其中包含支付简阳财政 11 亿元项

目土地征用款），根据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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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资料，项目已到位财政资金 17.5 亿元（2018 年、2019 年

财政分别安排资金 8.75 亿元），其超支差额 18.3 亿元，由四川龙

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自筹资金代付。综上，项目财政拨

款已全部使用，使用率 100%。 

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方式、措施及执行情况 

为确保标准化学校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简阳市成立了以简阳

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担任组长，四大班子相关领导担任副组长，

相关部门及乡镇为成员的“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项目领导小组）。按照简阳市政府 2017 年 116

次会议纪要：项目由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代

理业主实施，并负责项目资金筹措。 

项目分二个标段同时进行建设，通过招标，分别由：成都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成都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建筑西

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勘

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负责项目施工建设；四川康立项目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项目工程监理；圣弘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 

通过现场调查了解，项目监理、过程控制管理方式有效，措

施到位，执行情况较好。但在项目建设、使用过程中存在手续不

完备的情况。如目前尚未取得相关不动产土地使用证，已投入使

用学校，均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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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项目管理，成都市教育局、财政局、审计局联合印

发《关于印发〈简阳市公办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项目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成教函〔2018〕29 号）（下简称《暂

行办法》），对专项资金管理、核算、监督以及单位的职能职责

做了明确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款

专用。项目财务监控有效，核算规范，资金使用合规。经现场调

研，未发现项目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1.项目完成数量。 

截至到进场评价时点，项目实施建设学校 54 所，其中投入

使用 19 所，5 所已完工未使用，在建学校 30 所（其中 29 所正进

行总平收尾工作，1 所学校处于主体封顶阶段）。 

项目可研批复修建总建筑面积为 70.27 万平方米，施工许可

证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86.93 万平方米，超可研批复建筑面积

23.68%。 

2.项目完成质量。 

根据承建单位提供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均实施了分步验收，

项目建设质量均达到预期质量要求。项目设计校舍面积标准均高

于成都市标准化建设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关要求。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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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阳市已通过省、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项目完成质

量较好。 

3.项目完成时效。 

按照计划，项目均应在 2018 年 10 月前投入使用。但截至评

价时点，全市 54 所义务教育学校，其中投入使用 19 所，，5 所

已完工未投入使用，在建学校 30 所。预计 2019 年 9 月完工。因

此，项目完成时效较差。 

项目建设期滞后原因：（1）简阳市 2018 年 10 月迎接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验收，为督导各部门加快推进工作，原制

定计划工期太过紧凑；（2）本次项目数量较多，同时开工，人工、

机械、材料较为紧缺，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期。 

4.完成成本。 

根据项目可研批复，项目总投资为 58.8 亿元（其中土地 5.6

亿元、七通一平 10.8 亿元、建安 42.4 亿元）。 

根据承建单位提供的情况，项目完成预估投资 62.49 亿元，

其中包括 53 所学校建安及场平费用 42.98 亿元（建安 38.20 亿元、

场平 2.61 亿元、运动场 2.17 亿元）、间接费用 2.76 亿元、土

地费用 16 亿元；另 1 所学校杨家初中投资为 0.75 亿元。项目预

估投资超可研批复 3.69 亿元，超投比例 6.3%。主要原因土地超

支 10.4 亿元，其他总体减少 6.71 亿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提高了简阳市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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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新增校舍 86.92 万余平方米（含学生宿舍及教师

周转房），提供学位 62,340 个。简阳共有 46 个乡镇，此次标准

化建设涉及到 38 个乡镇，为推进简阳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打

下坚实的基础，切实 

如以前大多数学校无标准运动场、室内运动场、科学实验室，

理、化、生实、计算机网络教室等配套教育配套设施设备，本次

均按照成都市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的要求配置了上述设施设

备。 

对改善受益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解决了城乡学生入学难、教育设施不足等问题，义

务教育覆盖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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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自简阳市实验中学、射洪坝第三小学实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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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除了大班额。 

2018 年项目建设前，简阳市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但尚有 45 人以上小学大班额 812 个，50 人以上初中大班额 285

个。项目完成实施后，提供学位 62,340 个，彻底消除了大班额。 

3.项目满意度较高。 

发放 252 份问卷调查，对项目总体满意度问卷调查中，有效

问卷 238 份，14 份未回答。认为非常满意 167 人，比较满意 54

人，基本满意 17 人，社会受益群众总体满意度较高，达到 92.61%；

问卷调查 159 位家长，项目建设是否对自己小孩能力的提升有帮

助，159 位家长全部认为有帮助；问卷调查 93 位老师（12 人未回

答），学校标准化建设在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方面的作用，其中认为有很大作用的 46 人、较大作用的 27 人、

一般的 8 人。总体调查反映，项目在各方面满意度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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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1.根据建设方提供的项目有关经济技术指标，对照《成都市

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的相关建设标准。54 所学校

中生均教学、办公及辅助用房面积超出标准 20%以上学校共计 30

所，超出比例在 20%-61%;对照教育部、建设部等发布的《城市

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 号），超出比

例在 2%-47%。大部分学校生均建设面积超标。 

2.项目所建学校提供学位 62340 个，按照简阳教育局提供情

况，预计 2019 年 9 月全部投入使用共计招生 41,479 人，提供学

位总体使用率为 66.5%。部分学校在建时，确定的提供学位偏高，

如涌泉镇中心小学 2019 年 3 月 28 日投入使用，建设有 24 个班，

1080 学位，截至到现场进场时（2019 年 7 月 16 日），共招生 558

人。另外，学校修建入住 400 人的宿舍，目前仅有 100 人登记入

住。据了解，入住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学生家长由于观念

传统保守，不愿将其子女寄宿于学校所致。 

（二）项目管理方面 

1.项目建设中有部分学校，拟建设时间、学位个数规划等与

《简阳市教育布局专项规划（2016-2035）》中的相关要求不一致。

如：规划上新建灵仙乡小学 12 班（540 人），实际建设内容为扩

建灵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18 班（840 人）；规划在 2022-2036

年新建禾丰镇第三小学(18 班，810 个学）位)、老龙乡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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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班，810 个学位），实际均在 2018 年启动建设；规划上无本

次新建的杨家初中（12 个班，600 个学位），实际在 2018 年启动

建设。 

2.项目建设及投入使用过程中，项目合法性手续不完善。如：

截至评价日，本项目未取得土地使用证；施工许可证于 2019 年 2

月延迟取得（开工后或部分学校已完工后才取得）；项目建设面

积超可研批复 20%以上，未进行重新论证批复；项目设计概算尚

未及时进行财政评审；目前已投入使用的学校也均未按规定进行

竣工全面验收。 

3. 根据代建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预估投资 62.49 亿元， 按

照《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简阳市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177 号），纳入市、县

两级财政资金分担的建设资金规模控制在 26 亿元以内，剩余的

36.49 亿元应由简阳市政府单独承担。项目计划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财政建设资金分三年安排（2018 年-2020 年）。 

截至评价日，应由简阳市政府单独承担的 36.49 亿元项目建

设资金未安排到位。项目实际全部完工时间预计 2019 年 9 月。因

此，项目财政安排的建设资金、计划时间与项目建设投资资金、

实际实施进度不匹配。 

（三）项目绩效方面 

1.大部分项目完成时间延迟较长。按照计划，项目均在 2018

年 10 月前投入使用。但截至评价时点，项目建设的 54 所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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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校，其中投入使用学校 19 所，完工未投入使用 5 所，在建学

校 30 所，预计 2019 年 9 月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2.项目总体使用率偏低。根据简阳教育局提供的情况，项目

所建的学校 2019 年 9 月秋季全部投入使用，总计划班数 1344 班，

预计开办 898 班，占总班数的 66.8%；项目学校提供学位 62340

个，预计招生 41,479 人，本次提供学位总体使用率为 66.5%，总

体使用率偏低。其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当地学生外流上学，学校

生源需求不足，项目建设时需求高估。二是，按照 2018 年秋季招

生统计资料，简阳市义务教育学生共计 96,967 人，其中，小学生

63,434 人，初中学生 33,533 人。本项目提供学位 62340 个，比例

64.29%，相对偏高。 

八、相关建议 

（一）项目前期准备方面 

建议简阳市教育局、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

有关单位，分析总结大部分建设学校生均教学、办公及辅助用房

面积超标以及部分学校学位需求不足的原因。今后建设类似项目，

应加强前期论证，科学合理制定新建（改扩建）建设学校的实际

需求，合理确定学校学位需求数量以及建筑面积规模。 

（二）项目管理方面 

1.按照项目建设管理的相关规定，简阳市教育局以及四川龙

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尽快完善项目土地证的办理、设

计概算的评审以及已投入使用学校的竣工验收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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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阳市政府，应按照施工进度、建设预计投资额以及相应

的资金配比要求，及时提供 36.49 亿元的项目建设资金缺口。 

（三）项目绩效方面 

1.四川龙阳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应加强与建设施工单

位协调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未完工学校建设项目建设进度，

使未完工学校建设尽早投入使用，保障该区域学生按时入学。 

2.简阳市教育局合理规划简阳市小学、初中学校布局，在满

足义务教育情况下，将未使用部分教学设施合理用于幼儿园以及

高中教育；对部分需求过剩学校，进行全市统一合理协调，最大

限度使用已建成的教学资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四川大唐汇智绩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