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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级沱江河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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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对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环境集团”）、成都市沱江流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环境集团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沱江流域公司”）实施的

市级沱江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查阅了成都环境集

团和沱江流域公司与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实地勘察了金牛区、新

都区、金堂县和青白江区范围内的九道堰示范段等 5 个项目点位，

调研访谈了成都市水务局、金牛区农业和水务局、青白江区水务

局、新都区水务局和金堂县水务局等 5 个区（市）县主管部门，

进行了 30 人次座谈。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沱江全长 712 公里，是长江一级支流，成都段干流长 146 公

里，支流 545 条，总长 2578 公里，涉及成都都江堰市、郫都区、

高新区、金牛区、成华区、新都区、彭州市、青白江区、龙泉驿

区、金堂县、简阳市等 11 个区（市）县，流域面积 6458 平方公

里。由于在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形成的环境欠账，沱江流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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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其中污染防治要确保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 

为推进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2018 年 1 月，

市政府制定了《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根据工作方案内容，沱江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责任单位包括市环保局、市水务局、成都环境集团，沱江成

都段涉及的金牛区等 11 个区（市）县等。按照责任主体与职责权

限的划分，沱江流域治理采用统规统治、统规共治、统规自治的

模式，由成都环境集团与相关区（市）县合作，推进治理工程项

目建设，确保 2020 年纳入国家和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标。2018

年 2 月，市政府制定了《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

益性项目专项资金筹集方案》（成办函〔2018〕36 号）（以下简称

“募集方案”），设立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益性项

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要求 2018 年-2020 年筹集资

金总体规模不少于 70 亿元，其中 2018 年筹集不少于 20 亿元。按

照“经营性项目自求平衡，公益性项目分级承担”的原则，专项资

金用于沱江流域成都段截污、清淤、蓄水等工程类公益性基础设

施建设和水环境治理项目，具体由成都环境集团下属沱江流域公

司组织实施。 

（二）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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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遵循“统筹规划、流域治理、两手发力、联动推进”

的原则，按照“一年冲刺、两年决战、三年达标”时序要求，在明

确主体责任的前提下，以持续改善沱江流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

建立投建管一体化流域治理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推

动全线截污、全域清淤、蓄水补水同向发力，实现主要河渠“清水

长清、碧水长流”，塑造流域水生态宜居示范样板，为实施“东进”

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水资源保障，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

中心城市提供强有力的水生态环境支撑。2018 年沱江流域公司未

制定项目总体计划及年度计划，项目绩效目标不够明确。2018 年

要求沱江流域公司实际实施的工作任务主要由市水务局在年度内

分批次下达，主要工作任务为完成沱江流水生态综合治理总体规

划、编制西江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议书及第一批 8 个小

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详细规划；实施部分公益性项目；开展九道

堰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示范段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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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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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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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指标 

该项目选用“专项资金”指标体系，其具体设置思路、评价内

容及方法如下： 
序
号 

个性化指标 设置思路 评价内容及方法 

1 

年度实施计
划科学合理
性 

（20分） 

该项目实施周期长，在绩效
评价时点正在实施，2018年
主要工作任务为开展沱江流
域综合治理前期工作，2019
年部分项目才开工建设，无
法考核实施效果。因此，通
过对从项目完成、预算安排
等方面综合考核年度计划制
定的科学、准确、合理性。

评价的主要方式是抓住年度实
施计划这个关键，导致项目点未
按计划完成，是由何种原因造
成，根据该原因与计划关联度大
小进行评分；预算安排方面，按
照预算与项目实际相匹配程度

进行评分。 

2 
部门协作水
平提升程度 
（5分） 

根据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区
域协作，以持续改善提升沱
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等为目
的，统筹实施沱江流域治理
项目，共同推进流域生态环
境联防联治，妥善应对跨区
域环境污染及突发事件，稳
步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等。
本指标反映项目实施后部门
间工作协作是否获得提升，
项目单位是否存在各自为
政，缺乏协作，分散、重复
使用资金等情况。 

部门间各自为政，缺乏协作为
差，建立了协作机制，部门基本
按照机制进行协作，协作水平得
到一定提升为良好，部门间协作
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为好。 

3 
环境改善情
况 

（5分） 

反映已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
改善带来的影响和效果，是
否依然存在污水下河的情
况，根据现场踏勘进行定性

评价。 

周围环境较以前越来越差，为
差；没有多大变化为良好；产生
较大变化，越来越好，为好。

4 后续管护制
度（10分） 

项目实施后续管护制度的建
立情况，考核后续管护制度
是否符合实际需求。 

未制定为差，制定了较完善的制
度为良好，制定了完善的制度为

好。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通过本次评价，总体上看，本项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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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规范，项目管理及财务管理规范。效果方面，由于 2018 年项目

大多处于规划设计阶段，项目的实施效果尚未充分体现。2018 年

完成的总规成为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基本依

据；小流域详规为流域水生态综合系统性治理奠定基础；九道堰

示范段的建设将为今后其他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积累经验。同时

也存在项目未制定总体的实施计划、资金安排未与年度项目相结

合、项目进度较滞后等问题。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82.1 分，其

中项目决策得分 12 分、项目管理得分 10.8 分、项目绩效得分 59.3

分。指标体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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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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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投入管理（5分） 预算执行率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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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资金分配规范性 1 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1 0.5 
资格审核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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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7.5 
完成质量 7.5 7.5 项目完成（20分）
完成时效 5 4.5 

项目绩效 
（70分） 

项目效果（40分）
年度实施计划与预算

安排的合理性 
2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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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部门协作水平提升程

度 
5 4 

环境改善情况 5 5 
满意度 10 9.8 

长期影响力（10分） 后续管护制度 10 9 
总  分   100 82.1 

四、项目资金安排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根据筹集方案，专项资金设立时间为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12 月，筹集资金总体规模不少于 70 亿元。其中，2018 年筹集不

少于 20 亿元，2019-2020 年筹集不少于 50 亿元。专项资金分担

以属地为主、流域治理为基础，按照“流域统筹、市县联动”的原

则，由市级财政三年共筹集 30 亿元，成都高新区、金牛区、成华

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郫都区每年各自筹集 1.5 亿

元，简阳市、金堂县、都江堰市、彭州市每年各筹集 1 亿元。专

项资金设立沱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资金专户，由成都环境集团管

理。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成都环境集团沱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

资金专户共收到专项资金 8.9 亿元，其中市级资金 5.9 亿元，成都

高新区、成华区各 1.5 亿元。 

（二）项目预算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沱江流域公司共计收到成都环境集团

拨付的沱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资金共计 10777.89 万元，共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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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资金 3734.5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备注 

1 公益性项目 2,326.38 
包括成都市沱江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

公益性项目一期、第一批 8个小流域水生态
综合治理等 

2 
九道堰河流域水生

态综合治理 
1,408.13  

合计 3,734.51  

五、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申报的主要流程如下图： 

（一）投入管理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沱江流域公司共计到位 10777.89 万元，

使用 3734.5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4.65%。 

（二）制度建设 

本项目制定了《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益性

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公益性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公益性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沱江流域成

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益性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文

件。从现场评价情况看，管理办法对部分事项未作明确要求，如

交付施工用地的标准、项目点地下管线实施主体等。 

（三）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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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成都环境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沱江流域公司具体

实施，执行了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等。根据现场评价，在

现有管理办法规定的项目申报流程的模式下，项目缺乏细致的项

目申报指南，导致区（市）县不清楚自身储备的项目是否能纳入

本专项资金中及 2018 年实施的公益性项目区（市）县上报的 277

个点位未通过审核。  

（四）财务管理 

成都环境集团及沱江流域公司按照《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公益性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专项资

金实行专户管理、专项核算、封闭运行。根据《募集方案》，在设

立本专项资金时，由成都环境集团本部开立对接财政的沱江流域

综合治理专项资金专户，用于接收市级财政与相关区（市）县财

政的专项资金拨款。随后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单位沱江流

域公司开立了对接集团的专项资金账户及九道堰示范段项目专

户，并根据经市政府批准的资金需求计划，向集团请款。根据现

场评价，沱江流域公司对沱江流域治理项目进行专账核算，对于

已开工项目公益性项目一期、九道堰示范段项目分别设立专项账

套进行独立核算。沱江流域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实

行专账核算，资金进行专户管理，资金支付按照公司内部审批流

程，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六、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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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沱江流域公司未制定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工作任务由

市水务局分批下达，主要为完成沱江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总体规

划；编制西江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议书及第一批 8 个小

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详细规划、实施公益性项目一期、第二批公

益性项目；开展九道堰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示范段工程项目等。

具体开展及完成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万元）
目前建设及完成情况 

1 
成都市沱江流域

水生态综合治理

规划 
3000 

 2018年 6月 7日规划已获市政府批复，
任务完成 

2 
第一批 8个小流
域水生态综合治

理详细规划 
2477 

该项目共形成 45 个规划，现已全部通过
专家组正式审查，正在履行属地政府审批

程序，目前彭州市已完成批复 

3 
九道堰河流域水

生态综合治理示

范段工程项目 
155200 

目前一期项目已开工；二期项目已完成可

研编制，待市水务局审批；三期工程正在

落实用地 

4 
公益性项目一

期、第二批 
801 

涉及 3个区（市）县 4个点位整治，目前
基本完成建设 

5 
西江河流域水生

态综合治理项目

建议书 
450 

于 2018年 10月完成西江河流域下辖西江
河源、百工溪等 9个流域单元水生态综合
治理实施方案及项目建议书编制，并于

11月 26日报请市水务局研究实施项目。
  合计 161928   

上述项目中 2018 年公益性项目一期及第二批由市水务局收

集区（市）县需求后下达，共计下达整治点位共计 281 个，整治

的类型为下河排口截污及黑臭水体截污。由于项目申报缺乏明确

申报指南，2018 年 9 月，经沱江流域公司实地勘察后，由于多数

点位由于不符合《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对公益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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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界定，用地、规划不符合要求，部分点位因环保督察时间紧

已由相关区（市）县治理完毕等原因，最终确定金牛区、金堂县、

青白江区等 3 个区（市）县 4 个点位由沱江流域公司实施。目前

4 个点位已基本完成建设（除金牛区项目点涉及新都段漫花庄园

约 300 米，之前由于施工用地未落实，目前正在施工）。 

九道堰示范段项目，按照分步分期实施，项目分为 3 期，2018

年主要进行前期工作。一期项目于 2019 年 6 月开工；二期项目已

完成可研编制；三期工程正在落实用地，目前由于汛期处于停工

状态。根据现场评价，该项目预计难以按照《成都市河长制办公

室关于加快推进九道堰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成河

办〔2018〕47 号）的要求于 2019 年底前完工。 

（二）项目效益 

1．《沱江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成为沱江流域水生态综

合治理规划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基本依据 

2018 年 6 月 7 日《沱江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获市政府

批复，该规划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新思路，遵循“流域统筹、单元控制、以量定标、系统推进”

原则，坚持“大流域统筹、小流域分区、差异化施策”的技术路线，

制定了45个小流域单元控制水质指标和137个乡镇污染源差异化

治理指标，梳理形成了控源截污、内源治理、蓄水补水、智慧管

理、景观提升等五大类别、18 种类工程治理措施和系统的非工程

措施，是沱江流域成都段治理的方向性、指导性文件，是今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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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沱江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规划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基本依

据。 

2．为流域水生态综合系统性治理奠定基础 

西江河流域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将流域作为治理单元，突破

传统以行政区域为单元的水环境治理方式，划分了西江河源、百

工溪等九个小流域单元，编制了 9 个小流域实施方案，项目匡算

总投资约 57.76 亿元，为西江河流域治理奠定了基础。第一批小

流域规划紧紧围绕水质目标考核要求，在污染源普查台账的分析

基础上充分核算污染削减量，以“成片区谋划、点线面结合、全要

素融合”的思路将治理工程分为“治水、筑景、畅行、成势”四部分，

初步梳理共计 637 个项目（包含：控源截污类项目 410 个、生态

修复类项目 70 个、内源治理类项目 66 个、景观工程类项目 56

个、智慧管理类项目 35 个），匡算总投资约 151.5 亿元，为第一

批小流域水生态综合系统性治理奠定基础。目前，根据上述小流

域规划按照轻重缓急已梳理出 2019 年第一批项目计划，涉及成华

区、金堂县、彭州市，已由市政府批准。 

3．为今后其他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积累经验 

九道堰河流域属于沱江二级支流，为沱江流域成都段 45 个

流域控制单元之一。目前，九道堰河流域内河网为平原水网，河

道平缓、水流不畅，河道污泥淤积，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和水环境

改善。流域内居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污水处理设施底标尾水污

染入河，部分河道水质较差，浑浊，能见度较低，可见明显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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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部分指标超标严重，流域内占比 78%的水体均为劣Ⅴ类。该

项目于 2019 年 6 月开工建设，项目实施后有助于减少水体污染，

对持续改善九道堰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优化周边区城人居环境，

增强城市承载力，提升城市形象和功能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并为

今后其他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积累经验。九道堰示范段整治前的

水质及周边环境情况如下图： 

  

   

4．公益性项目整治后的点位周边环境得到改善 

按照市河长办统一部署，2018 年启动公益性一期、第二批公

益性项目，主要整治的类型为下河排口截污及黑臭水体截污，2018

年共计整治 3 个区（市）县的 4 个点位。项目的成效显著，为迎

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完成 2018 年底污水不下河目标任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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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贡献。根据实地勘察，公益性项目整治的下河排口已连接主

污水管网，现场已无污水下河的情况，极大的改善了周边的水生

环境。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酝酿机制有待完善，项目库管理作用不明显 

根据《沱江流域成都段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公益性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项目首先由区（市）县政府编制属地公益性项目总体

计划和年度计划，函告市水务局、市财政局，抄送成都环境集团；

由成都环境集团编制公益性项目总体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报市水务

局、市财政局组织论证审核，待市政府审定通过后列入公益性项

目库，由成都环境集团组织实施。但从现场评价情况看，2018 年

区（市）县未编制上报属地公益性项目总体计划和年度计划，沱

江流域公司也未根据规划梳理出近几年沱江流域相关治理项目，

导致沱江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储备不足，2018 年实施项目实际由市

水务局根据市政府安排和区（市）县需求直接下达。 

由于项目储备不足，制约了项目绩效的及时发挥。其主要原

因在于，项目酝酿机制不完善。一是按项目管理办法，实际是“区

（市）县申报、市级审核”的项目形成机制，在这种模式下，一旦

相关审核标准不明确，会导致大量项目审核无法顺利通过，如由

于缺少细致的项目申报指南，区（市）县不清楚自身储备的涉水

项目是否能纳入本专项资金中，如青白江区 2018 年涉水项目 22

个，涉及总投资 44792.51 万元，实际上报的项目较少；同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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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方案明确沱江流域治理采取“统规统治、统规共治、统规

自治”并存的模式，但具体项目采用哪种模式并未作明确规定，

2018 年，区（市）县共计上报了 281 个点位，实际纳入该专项资

金中整治点位只有 4 个，其余点位由于不符合《项目管理办法》、

《资金管理办法》对公益性项目的界定，用地、规划不符合要求，

部分点位因环保督察时间紧已由相关区（市）县治理完毕等原因，

未被纳入沱江流域综合治理专项资金中，由相关区（市）县自行

治理。 

（二）未编制项目投资计划，资金安排与项目执行脱节  

资金筹集：根据《募集方案》要求，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三

年共筹集 30 亿元，成都高新区、金牛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

白江区、新都区、郫都区每年各自筹集 1.5 亿元，简阳市、金堂

县、都江堰市、彭州市每年各筹集 1 亿元。根据现场评价，该项

目年度项目实施未与资金安排相结合，2018 年成都环境集团共收

到专项资金 8.9 亿元，其中市级财政 5.9 亿元，成都高新区、成华

区各 1.5 亿元。2018 年项目资金需求为 4879.43 万元。 

资金申请及下达：根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的总投资计

划及年度投资计划首先由区（市）县编制通过当地区（市）县政

府同意后，再由成都环境集团汇总。年度投资计划报请市政府审

定后，由市水务局、市财政局联合下达。根据现场评价，2018 年

区（市）县未编制上报项目总体投资计划及年度投资计划，沱江

流域公司也未编制项目投资计划，2019 年也未编制年度投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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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目前按照分批报送计划方式。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沱江流域

公司共计收到成都环境集团拨付的专项资金 10777.89 万元，使用

3734.5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4.65%。 

（三）项目实施进度较滞后 

根据现场评价，九道堰示范段项目进度较滞后，该项目 2018

年主要进行前期工作，于 2019 年 6 月开工建设，目前由于汛期处

于停工状态，预计难以于 2019 年底前完工。进度较滞后的主要原

因为一是属地政府拆迁缓慢，影响工程进度，管理办法对交付施

工用地需达到的程度没有明确；二是针对地下管线实施主体问题，

沱江流域公司与属地政府对文件解读存在分歧，九道堰示范段项

目未将该项工作纳入工作计划内；三是区（市）县反馈沱江流域

公司统筹协调作用不明显。 

（四）项目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一是管理办法未对区（市）县交付施工用地的标准进行明确，

区（市）县认为施工用地拆迁完成即可以交付用地，而沱江流域

公司认为需将地块上方的树木等附属物去除后才能交付；二是未

明确项目点地下管线实施主体，九道堰示范段项目未将该项工作

纳入工作计划内，如金牛区反映就道路市政管网，涉及九道堰金

牛区流域内预留预设的雨水下河排口、跨河污水管网应纳入九道

堰示范段建设总体计划中；三是未明确项目完工后移交的标准，

移交后如何管护、出现问题的解决措施等。 

八、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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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管理办法，完善项目形成机制 

建议沱江流域公司积极与主管部门沟通，及时修订项目管理

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关于项目申报方式、流程的规定，切实完善

项目形成机制，加强项目库管理。首先由沱江流域公司根据已完

成的总规及部分小流域详规梳理出近两年流域治理的重点、范围，

并制定项目详细申报指南，明确各区（市）县项目申报的范围、

标准、投资计划；再由各区（市）县根据申报指南，有目的的包

装、上报项目；沱江流域公司强化对区（市）县项目审核，纳入

项目库管理，根据总体规划、治理模式、项目可行性、轻重缓急

和预期绩效进行项目排序，形成年度项目实施计划。 

（二）加快制定项目计划，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建议沱江流域公司根据总体规划和项目库项目储备情况，制

定多年滚动项目计划和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报批后由成都市环境

集团根据项目计划统筹安排建设资金，减少资金沉淀，提升使用

绩效。 

（三）统筹协调各方，加快项目执行进度 

针对项目总体执行进度较滞后的问题，建议沱江流域公司加

强对现场的踏勘、调查，夯实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过程中充分关

注项目实施进度，对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及时上报主管部门，积

极寻求解决措施，并与区（市）县主管部门紧密沟通，及时反馈

项目进展，遇到的困难等，避免项目受较大影响。流域治理是系

统性工程，需得到区（市）县政府的大力支持，需沱江流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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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统筹各方，多措并举推动项目实施。根据调

研反馈情况，2018 年区（市）县上报的公益性项目主要由区（市）

县采用自治方式，由于环保督查时间紧，项目多采取临时性应急

措施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建议沱江流域公司及时与相关区（市）

县对接彻底解决采取应急措施整治的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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