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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成都市城市道路综合整治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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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成都

市财政局委托，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对成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成都市城市道路综合整治专项资金

开展绩效评价，项目涉及武侯区城市音乐厅、金牛区新声剧场周

边 45 栋建筑风貌整治，进行了 70 人次座谈，累计发放问卷调查

表、满意度调查表 63 份。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1.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现有文化基础设施与正在加

快建设的世界文化名城、中国西部文创中心城市存在较大的供需

矛盾，成都市音乐厅、新声剧场的建设，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文

化设施短板，成为成都市文艺重要重地。而周边风貌整治工作，

也是必要的配套措施。 

2.根据 2017 年 4 月 9 日市政府《研究武侯区城建和交通有关

工作的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60 号），由武侯区政府负责在

城市音乐厅投入使用前，完成周边建筑立面整治、违法建筑的清

理拆除、音乐大道的建筑立面整治。建筑立面整治经费按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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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4：6 比例承担建设费用，市级出资列入市级城建资金计划。 

3.根据 2017 年 9 月 4 日市政府《关于研究新声剧场项目建设

推进会议纪要》（成府阅〔2017〕116 号），市建委负责将新声剧

场周边居民小区环境、风貌整治纳入 2018 年城市风貌整治工作及

经费计划，指导金牛区完成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 

在 2018 年完成成都市城市音乐厅、新声剧场周边居民小区

环境、风貌整治工作。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支持方式 

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抚

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两个风貌整治工程。其中

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为建筑外立面改造、店招、

夜景、人行道、车行道、绿化等，按照市、区 4：6 比例承担建设

费用；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为建筑立面改造、

道路维护整治及绿化景观提升、围墙立面改造、居民院落基础设

施改造、茶园提档升级、雨污水管道整治等，市级资金全额承担。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 

按照前期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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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单位，实地查看项目申报、实施及运行情况，收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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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通过汇总整理，结合项目绩效自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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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财政局 2019 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项目特点，按“专

项资金”项目指标体系设计该项目评价指标。个性指标总分 50

分，各指标分值、设置思路、评价方法如下： 

表 1  评价指标情况表 
序号 个性指标 分值 设置思路 评价方法 

1 
提升城市

品质 
10/15 

作为辅助城市音乐厅、新声剧

场成为缓解成都市中心城区文

化设施短板，成为成都市文艺

重要阵地配套的周边环境、风

貌整治项目，主要评价项目实

施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该指

标与政策目标相呼应。 

（1）风格定位：设计风

格是否具有文化主题特

色或者与城市音乐厅、新

声剧场风格特色相呼应；

（2）获得主流媒体的报

道，影响力较大；（3）取

得表彰等。 

2 
改善周边

环境 
10/15 

项目实施后是否能够改善项目

实施周边环境。 

通过治理前后照片对比、

实地勘察、对周边商户、

住户进行询问等方式进

行评价。 

3 
经济收入

提升 
10 

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风貌改造

涉及较多商铺，一定程度上对

整治周边的商铺经济收入存在

影响。 

实地勘察，通过与商铺沟

通，了解其打造前后以及

打造过程中对客流量的

影响。 

4 满意度 10 

评价项目的实施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有助于提高居民

幸福指数表明效益良好，无助于居民幸福指数的为差。居

民幸福指数由问卷调查测量得出。调查对象为项目实施地

周边居民。 

5 长效管理 10 
考核项目后续维护制度建立、健全情况，以及是否能持续

发挥作用。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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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财务及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但也存在

资金分配无标准，资金使用率较低，绩效目标未明确细化，因前

期规划未做好导致项目完工进度滞后，群众满意度欠佳等情况。

项目得分 73.72 分，其中项目决策 9.5 分，得分率 63.33%，项目

管理 15 分，得分率 100%，项目效果 49.22 分，得分率 70.31%，

指标体系评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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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绩效目标(5 分) 
合理性 2 1.2 

项
目
决
策
（15

分
） 

资金管理(5 分) 资金分配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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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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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
目
管
理
（15

分
） 

项目管理(5 分) 

信息公开情况 1 1 
完成数量 7 2.1 
完成时效 7 2.1 项目完成（20 分） 
完成质量 6 4.8 

提升城市品质 10/15 9.28 
改善周边环境 10/15 9.28 
经济收入提升 10 5.44 

项目效益（40 分） 

满意度 10 6.86 

项
目
绩
效
（70

分
） 

长期影响力（10 分） 长效管理 10 9.36 

合计 —— —— 100 73.72 

注：项目绩效部分评分按照两个项目市级资金投入比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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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其中金牛区新声剧场个性指标不涉及经济收入提升，

因此在分值安排上提升城市品质 15 分、改善周边环境 15 分，指

标体系评分表为中上述两个个性指标分值为加权平均后的综合分

值。 

四、项目资金安排（含分配）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城市道路综合整治专项资金预算安排 5000 万元，根据市建

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关于下达<成都市 2018 年城市建设维

护资金计划>的通知》（成建委〔2018〕163 号），拨付资金 5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分配情况 

2018 年分配至武侯区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

程项目资金 3400 万元，分配至金牛区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

小街区建设工程项目资金 1600 万元。资金无分配标准。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成都市城市道路综合整治专项资金拨付金额 5000 万

元，截至 2019 年 8 月两个项目市级资金使用 1729.19 万元，资金

使用率 34.58%，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 2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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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到位资金  支付资金 
序

号 
项目 市级 

资金 

区级 

资金 
小计 

市级 

资金 

区级 

资金 

自筹 

垫付 
小计 

1 
武侯区城市音乐厅

周边建筑立面综合

整治工程 
3400 15500 18900 1201.62 3367.02 0 4568.64

2 
金牛区抚琴西南路

（新声剧场周边）小

街区建设 
1600 0 1600 527.57 0 202.08  729.65

合计 —— 5000 15500 20500 1729.19 3367.02 202.08 5298.29

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情况 

1.市住建局作为资金主管部门，主要职责为分配专项资金，

定期召开专项督导会，对建设进度、配套措施、完成时限等各个

环节进行督导。 

2.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由武侯区住房

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作为项目实施单位，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

边）小街区建设工程由金牛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项目实施单位，按照规定，健全项目管理制度规范，并遵照执

行。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竣工验收制度、竣工结算制度和全过

程造价控制等制度。 

（二）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按照政府机关财务管理相关要求，规范城市街道综合整

治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项资金实行项目辅助核算。支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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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时对项目立项、签订合同等工程原件资料进行收集，按照工程

款支付相关管理制度，支付资金。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2018 年武侯区、金牛区风貌整治项目均存在完成进度滞后的

情况，其中武侯区 1-5 标段 32 栋建筑风貌整治截至评价日，已完

成竣工验收 4 栋，已完工但尚未进行验收 18 栋，尚未完工 10 栋；

六标段店招改造、7 标段 6 栋建筑处于控制价评审阶段。金牛区 7

栋建筑立面整治 4 栋基本完工，3 栋完工进度 50%；景观改造中

公共绿地、抚琴西南路 7 号院内部庭院小品设计未实施，系茶园

业主不统一拆迁；市政改造中车行道路黑化、雨污水管道改造、

管线下地均未实施。 

（二）项目效果情况 

1.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整治工程按照“规范、完好、整

洁、美观”的总体要求，对外观陈旧破败的老旧建筑，实施外立

面改造。一是对楼体、楼顶乱设和破损广告牌全面整治拆除，整

修破损墙面，还建筑以本色；二是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

一调度的“三统一”管理，便于协调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城市音

乐厅周边区域的城市有机更新。 

2.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工程采用现代建

筑加入中式元素，还原戏剧文化主题，增加适老性设计。建筑主

体采用暖灰色调，局部点 浅咖色，与新声剧场相呼应，把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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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风貌”三个关键点，打造蕴含历史、富含活力、空间

协调的品质街区。以延续空间尺度、丰富业态活力、强化风貌特

征、提升步行环境、优化景观品质、美化配套设施为核心内容，

将周边街区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生机盎然、景色宜人的品质街区。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资金分配不合理 

主管部门在分配资金时未了解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实施单位

收到市级资金后，受建设进度滞后因素影响，资金使用率较低，

无法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如： 

1.武侯区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整治工程 2017-2019 年市

级资金 3400 万元，区级资金 15500 万元（市、区 4：6 比例承担），

共计 18900 万元。截至评价日，实际使用资金 4568.65 万元（市

级资金实际使用 1201.62 万元），市级资金使用率 35.34%。 

2.金牛区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工程 2018

年拨付市级资金 1600 万元，实际金牛区住建局拨付金牛区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527.57 万元，目前该公司使用资金

729.65 万元（超出部分为单位代垫），资金使用率 72.3%。 

（二）项目管理有待完善 

如武侯区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整治工程，一是根据 2017

年 1 月 19 日，区发改局《关于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

工程立项的批复》（成武发改投〔2017〕2 号），总投资 1.85 亿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筑外立面改造、店招、夜景、人行道、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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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绿化等。实际实施的仅为建筑外立面、店招、夜景改造。经

了解，人行道、车行道、绿化另外单独立项进行改造，该项目中

已不实施。 

二是 2018 年 8 月 26 日，区政府第 43 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

则同意将城市音乐厅周边的金顶大厦等 12 栋建筑立面整治纳入

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整治工程，实际实施时有 5 栋建筑立面

未纳入整治范围，同时另新增 2 栋建筑无批复。经了解，系有的

调整后不实施，有的因机构改革，以后由成都市武侯区公园城市

建设和城市更新局另外立项实施，武侯区住建局目前只实施上述

调整后的共计 38 栋建筑立面整治。 

（三）项目前期工作欠佳 

项目前期无总体规划，一是项目实施方面，包括总投资、具

体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实施时间等未明确；二是设计方面，建

筑外立面、店招等设计风格未进行充分考虑；三是与整治楼栋商

户、住户、产权人等前期沟通欠佳。上诉原因导致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出现完工进度滞后、工程质量较差、群众满意度低等情况。 

（四）项目实施效果较差 

1．完工进度滞后 

（1）按照合同约定，武侯区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整治

工程 1-4 标段开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5 标段开竣工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

实际 1-4 标段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2 日，5 标段开工时间为



10 

2018 年 11 月 24 日，目前仅第 4 标段已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完工

进度严重滞后，实地勘察完成情况如下表： 

表 3 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完成情况表 

标段 项目点位 
工程形

象进度
项目完成情况说明 

川大食堂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川大学生活动中心及

临街商铺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嘉谊大厦 20% 
1-2 层底商已完工，招牌字打造及高层立面整

治尚未实施。经了解，系房屋产权方不同意

对高层进行立面整治，目前正在沟通协商。

普利大厦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其他说明：2-9 层外立面整治已完工，底商店

招已拆除但尚未重新打造。 

学府影城 20% 
1-2 层底商已完工，招牌字打造及高层立面整

治尚未实施。 
共和村职工宿舍 90% 外立面整治已完工，围墙正在施工 

一标

段 

一环路南一段附 8 号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人保大厦 40% 
附属楼 2-7 层立面整治已完工，底商部分原

店招已拆除，尚未进行重新打造。人保大厦

主体尚未施工，正在搭建脚手架。 

一环南一段 5 号（海

会花园 1）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其他说明：2-7 层完工，1 层底商部分原店招

已拆除，尚未进行重新打造。 

海会花园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其他说明：2-7 层完工，1 层底商部分原店招

已拆除，尚未进行重新打造。 
空军第一招待所 0% 未实施，经了解，系设计风格未达成一致 

二标

段 

凯越新城 80% 
4-12 层外立面整治已完工，负一层至 3 层底

商店招规整正在进行 
老马路社区生活广场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三标

段 
正黄上岭底商 90% 

原店招已拆除，商铺两侧墙体瓷砖部分已更

换，店招尚未重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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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项目点位 
工程形

象进度
项目完成情况说明 

廊桥乐章底商 90% 
原店招已拆除，商铺两侧墙体瓷砖部分已更

换，店招尚未重新打造。 

摩卡筑底商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其他说明：原店招已拆除，商铺两侧墙体瓷

砖已更换，店招尚未重新打造。 
莆田泰式火锅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老马路 2 号院 0% 
未实施，经了解，根据新的规划，对该点位

房屋要进行拆除。 
南河居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南河苑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丝竹路 1 号 100% 立面整治已完工，店招改造尚未实施 
丝竹路 2 栋 100% 立面整治已完工，店招改造尚未实施 

川音北校区 1 栋 100% 
已完成竣工验收。 
施工内容包含立面整治及店招改造。 

川音北校区宿舍（新

园 9） 
100% 

已完成竣工验收。 
施工内容为高层立面整治，未实施店招改造。

新生路 3 号（新园 2） 100% 
已完成竣工验收。 
施工内容为高层立面整治，未实施店招改造。

四标

段 

十二南街 3 号院（博

济苑） 
100% 

已完成竣工验收。 
施工内容为小区大门、小区内路面及花坛改

造。 

癫痫病医院 100% 
已完工，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其他说明：2-7 层立面整治已完成，1 层底商

原店招拆除后尚未重新打造。 
第一招待所南楼 0% 
空军招待所 1 0% 
空军招待所 2 0% 

未实施，经了解，系设计风格未达成一致 

工商银行 95% 
2-7 层立面整治已完成，1 层底商原店招拆除

后尚未重新打造。目前施工脚手架尚未拆除。

五标

段 

金顶大厦 5% 搭了脚手架，尚未施工 

六标

段 
川大宿舍楼、嘉谊大

厦、普利大厦、学府

0% 控制价已出，尚未进行招标 



12 

标段 项目点位 
工程形

象进度
项目完成情况说明 

影城、凯悦新城等店

招及外墙装饰改造 

七标

段 

霸王虾、炊二哥、海

会花园 1 栋、老马路

6 号院 1 幢及 2 幢（含

老马路 6 号院的店

招）、时代 100 等 5
栋建筑立面改造。 

0% 

（2）金牛区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工程

项目完工进度滞后。经了解，一是于年底确定项目施工单位，时

间较晚；二是受茶园业主以及抚琴西南路 7 号二、三栋小区居民

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先决条件阻扰进场施工，影响完工进度。

金牛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表 4 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完成情况表 

改造类型 
计划楼栋及附属 

设施 
完成情况 

抚琴西南路 7 号一栋 高层立面改造已完成，一楼尚未改造。 

抚琴西南路 7 号二栋 
高层墙面已经涂刷完成，雨棚尚未搭建，一楼尚

未改造。 

抚琴西南路 7 号三栋 
高层墙面已经涂刷完成，雨棚尚未搭建，一楼尚

未改造。 

抚琴西南路 4 号一栋 
基本完工，个别因户主不同意改造，因此部分窗

户未更换。 
抚琴西南路 4 号二栋 已完工 
抚琴西南路 2 号一栋 基本完工，个别因户主不在，门窗尚未进行改造。

一环路西三段 61 号 
已完工，但店招未纳入改造，比较突兀。经了解，

系一环路店招整治已整体纳入一环路沿线风貌整

治。 

建筑立面

改造 

抚琴西南路 2 号门卫 
原已完成施工，后因小区自行调整门卫室位置，

已经改造的门卫室被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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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琴西南路 7 号一栋门卫 未纳入改造范围 
抚琴西南路 7 号二栋门卫 已完成新建，原门卫室尚未拆除 

抚琴西南路 7 号库房 正在施工 
抚琴西南路 7 号车库 正在施工 

抚琴西南路 7 号活动室 正在施工 
抚琴西南路两侧围墙 已完工 

人行道铺装更换 已完工 
公共绿地 尚未实施，系茶园业主不同意拆除。 
沿街绿化 已完工 

景观灯具布置 已完工 
景观改造 

抚琴西南路 7 号院内部庭

院小品设计 
尚未实施，系茶园业主不同意拆除。 

车行道路黑化 
雨污水管道改造 

市政改造 
管线下地 

尚未实施，系“金牛区安居项等 22 条道路市政排

水管网病害整治工程”将对抚琴西南路进行地下

管网整治，为了避免重复施工待该项目完工后立

即实施道路黑化。 

图 1 为抚琴西南路 7 号车库现状，图 2 为抚琴西南路 7 号三

栋现状。 

  
图 1                   图 2 

2．工程质量较差 

（1）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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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筑立面整治中包括更换原有门窗，因工程质量问题，

导致雨季家中渗水，如图 3、图 4 凯越新城凯越酒店客房地板已

起泡，窗户漏水严重。 

  
图 3                图 4 

二是施工单位搭建脚手架以及施工时，将建筑防水破坏，导

致雨季时部分商家店外下大雨店内“下小雨”。如图 5 凯越新城川

音记忆餐馆，图 6 开斯巴郎新疆味道餐厅，因下雨时漏水严重，

已经使用容器接渗漏的水。 

  
图 5                     图 6 

（2）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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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个别群众反映有好几户施工时将纱窗安装在玻璃外面，

不合理。 

二是由于老墙面部分地方不平整，雨棚的钢架无法完全贴合

墙体，部分雨棚缝会漏水；雨棚宽度为 60cm，因宽度不够也造成

漏水现象。 

三是排水沟改造后堵塞有积水，经了解该栋楼没有化粪池，

没有进行雨污分流，原来单独使用一个窨井接入院落外主管道，

后因修建新声剧院时将 7 号院 2、3 栋宿舍楼原靠近一环路侧的排

污管道破坏，改为接入背街一侧的主管道，因此与 1 栋共用 1 个

窨井，造成堵塞。 

四是个别群众反映安装窗户时施工方将屋内装修破坏。 

3．群众满意度差 

对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 1-5标段 32栋建筑

立面整治情况进行实地勘察，并对周边商户、住户、行人进行问

卷及满意度调查。总体来看采用拆除原店招，后再通过招标确定

店招重新打造施工单位的方式，会造成部分建筑要面临二次施工

的情况，对施工进度、整体形象效果、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会产生

负面影响。如图 7 一环南一段 5 号建筑立面整治已完成，原店招

已拆除部分，新店招尚未打造，目前的状况影响城市形象、影响

商铺生意。如图 8 摩卡筑底商中国电信，原店招已拆除大半年，

但迟迟未进行新店招的打造，又自行安装了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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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表 5 城市音乐厅周边建筑立面综合整治工程现场情况表 
标段 楼栋 商家名称 现场及问卷情况 

钟氏烧烤 
修音乐厅、修路、立面整治前前后后 3年
多，对经济收入影响较大 

凯宾酒店 
酒店楼上做了窗户后因防水未做好，窗户

漏水，70多个客房中 20多个客房漏水 

尚品轩茶楼 
茶楼过道上漏水，目前还在改造中，设置

有脚手架 
金足印象 后厨楼梯顶改造后开始漏水 
牛炖串串香 工期过长，店门口漏水情况严重 
开斯巴郎新疆味

餐厅 
3楼防水层（玻璃）被破坏，导致漏水，前
两年未出现过此情况 

凯越新

城 

凯越新城物业 

工期太长，因考虑到雨季，已经提前三个

月通知施工单位，目前已大半年；二层商

户普遍反映过道防水私人花钱做了，因施

工原因过道上方遮挡物（玻璃）有损坏，

一直漏雨。 

二标段 

海会花

园 
原点图文广告 

店招拆除有 2、3个月了未安装，希望早一
点把店招弄好 

三标段 
正黄.上
岭 

蓝悦大药房 
拆了很久了，来的人贴一块砖就走了，目

前店铺反正没照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够来按，希望能够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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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楼栋 商家名称 现场及问卷情况 

太极大药房 
店招拆除后未安装，很难看见店名，晚上

只能开灯箱；外墙安装也一直未完成，可

能一天才安一块砖。建议应该设计好再拆 

链家 
半年来客户明显少了很多，没有招牌后不

显眼，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店铺位置，进

度太慢 

花道花店 
招牌拆除过久，希望加快进度，希望店招

风格可以自由选择 

廊桥乐

章 

中国电信 
认为改造后和之前风格差别不大，希望加

快进度把招牌弄好 

韵天文化 
已完成部分改造，墙体尚未安装，铝合金

架已安装，招牌框架已安好 

兴业银行 

2018年拆除店招，2019年 7月初才换好墙
砖，不得已自己做了个简易招牌。该楼盘

本来就比较新，新墙体不如原来的好看，

店铺两边墙体只改造了一边，不要求美观

了，只希望尽快做完， 

摩卡筑 

现代键盘艺术 
改造风格以白色为主，改造较快，一周左

右完成 
朴田泰

式火锅 
朴田泰式火锅 

改造了墙面，招牌是自有的，目前处于音

乐大道修建旁，有打围，所有都遮挡了 

四标段 
川音北

校区 1
栋 

申荣琴行 
改造历时一年多，包括立面、店招、人行

道及绿化。人行道改了又改，应先计划好 

醒吾小座 
去年 11月搭架子，一直未动工，希望尽快
完成 

雨宸便利店 架子搭太久，很影响生意 
五标段 

金顶大

厦 
香里香 架子搭太久，很影响生意 

（五）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如：金牛区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项目，

其中抚琴西南路 7 号一栋临街围墙原有防盗网，为区级资金打造，

此次改造将原建筑全部拆除重建，且未设计防盗网，导致该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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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防盗设施，且因墙脚设计了休息长凳，围墙很容易翻越；抚

琴西南路 4 号一栋门卫室通过本专项资金改造后，目前当地社区

已经拆除在旁边重建。 

（六）后期管护有待加强 

金牛区抚琴西南路（新声剧场周边）小街区建设项目抚琴西

南路 7 号一栋绿化为栽种小灌木，目前因无人管护杂草丛生，如

图 9。屋顶原为薄隔热板，时间太长老化严重，施工中造成屋顶

破损，但没有涉及后期修复问题，如图 10。 

  

图 9                  图 10 

八、相关建议 

（一）加快项目执行进度 

针对项目总体进度较滞后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现场

的踏勘、调查，充分关注项目实施进度，多措并举推动项目实施。 

（二）完善后期管护制度 

建议各项目实施单位在质保期内对施工单位的管护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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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期、不定期抽查，在质保期满后，具体落实到责任单位、责

任人。 

 

 

四川天勤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