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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级林业产业发展项目 

财政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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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至 2019 年 8 月 9 日对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以下简

称“市公园城市局）制定的 2018 年市级林业产业项目开展财政政

策绩效评价。实地勘察了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都江堰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金堂县农业农村局等 5 个项目点，进行了 30

人次座谈，累计发放问卷调查表、满意度调查表 38 份。具体情况

报告如下。 

一、政策基本情况 

（一）政策设立依据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林业产业的

意见》（成办发〔2013〕42 号）文件，2018 年市公园城市局围绕“统

筹推进城乡绿化，加强生态建设，切实转变林业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绿色增长，促进林业增效、林农增收和林区繁荣，努力实现

由维护生态安全向建设生态文明提升、由传统数量林业向现代效

益林业转变”的总体思路，主要用于建设林业基地、森林旅游开发、

森林保护等方面对项目进行补贴。2018 年，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

项目市级财政预算额度 7500 万元，用于补贴 15 个区（市）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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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类产业项目（成都市“6+1”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基地 2018 年建

设任务），其余资金由区（市）县配套或者业主自筹，总投资 38395

万元。2018 年项目实施后，2018 年 9 月市公园城市局重新发布《成

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都市现代林业产业的实施意

见》（成办函〔2018〕163 号）对该专项资金进行指导，同时《成

办发〔2013〕42 号》废止。2018 年项目实施仍按照《成办发〔2013〕

42 号》文件执行。 

（二）政策目标 

2018 年项目实施仍按照成办发〔2013〕42 号文件精神，主

要围绕基地建设、产业集群、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林业产业科技

创新、金融税收支持五个方面，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竞争有序、

综合效益显著的现代林业产业体系，设定了总体目标，目标具体

内容如下表： 
类别 旧政策具体目标 新政策具体目标 

新增森林面积 新增 15万亩 新增 15万亩 
全市森林覆盖率 到 2017年达到 39% 到 2022年达到 41% 
现代林业产业基地 到 2017年达到 272万亩 到 2022年达到 300万亩 

林业产业总产值 
到 2017年达到 700亿元
较 2012年增长 350亿元

到 2022年达到 1100亿元较 2017年
增长 352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 
到2017年达到3200元较

2012年增长 1600元 
到 2022年达到 4700元较 2017年增

长 1600元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50个 

注：1. 新、旧林业产业政策旨为建立现代林业产业体系，新政策较旧

政策除新增森林康养基地外，设立的发展目标基本一致。 

2. 《成办发〔2013〕42号》以下简称“旧政策”、《成办函〔2018〕163

号》以下简称“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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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目标的方向下，政策针对支持方向，设立了具体的目

标，目标内容如下表： 

支持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具体目标 新政策具体目标 

木质原料基

地 

特色经果林 

笋用竹基地 

到 2017年，全市新建改建林业
产业基地面积 85万亩，林木良
种使用率提高到 60%以上，建
设国家级有机林产品基地2个，

森林食品基地 5个。 

到 2022年，全市新建改建
现代林业产业基地面积 50
万亩，林木良种使用率提高

到 70%以上，省级食品基
地 5个。 

苗木花卉基

地 

全市苗木花卉基地总规模力争

达到 35万亩，申请花木标准市
标 50个，省标 20个、国标 10
个，标准化示范推广率达到

50%以上，在地资产达到 360
亿元，花木收入达到 80亿元。

全市苗木花卉基地总规模

力争达到 100万亩，在地资
产达到 800亿元。 

林下 
中药材 
林下 
蔬菜 

基地建设 

提升

林下

经济 
林下 
养殖 

到 2017年，发展林下中药材面
积 10万亩、林下生态养殖和特
色养殖面积 10万亩、茶林套种
银杏等珍稀林木基地面积15万
亩，发展林下经济地面积达到

50万亩，林下经济综合产值达
到 50亿元。 

到 2022年，通过发展林下
中药材、森林蔬菜、林下采

集等模式，累计发展林下经

济林地面积达到 40万亩以
上，林下经济综合产值达到

40亿元以上。 

到 2017年，全市亿元林产业企
业达到 70家，人造板产能达到
150万立方米，家具产能 1500

万件套。 

到 2022年，全市亿元林产
业企业达到 70家，人造板
产能达到 150万立方米，家
具产能 1500万件套。 

企业培育 
到 2017年，培育国家级林业龙
头企业 5家、省级和市级 60家，
培育省合作示范社 10家，市级

20家。 

到 2022年，培育国家级林
业龙头企业 5家、省级和市
级 60家，培育省合作示范
社 10家，市级 20家。 

产业集群 

搭建驱动平

台 
 

推进青白江区的国际木材

交易中心、温江区的国际花

木进出口园区、新都区的四

川省林产品交易中心建设，

到 2022年，实现木竹制品、
苗木花卉销售收入 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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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具体目标 新政策具体目标 

发展生态旅
游 

到 2017年，全市年森林生态旅
游人数达到 5000万人次，直接

收益达到 100亿元。 
 

发展森林康
养  

到 2022年，培育省级森林
康养基地 50处，市级森林
康养人家 200个，年森林康
养人数达到 5000万人次，
直接收益达到 100亿元。

一三产业
融合发展 

打造特色小
镇  

提升产业集聚功能，推进一
二三产业跨界融合，形成镇
镇有亮点、村村有产业的特
色小镇。到 2022年，新改
建特色小镇 20个。 

林业产业科技创新 未制定具体目标 
金融税收支持 未制定具体目标 

（三）政策梳理 

新政策既继承和发扬了旧政策的文件精神，也对旧的政策有

所升级更新。新政策较旧政策取消了“发展生态旅游”的说法，提

出了“发展森林康养”、“打造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方向。具体支

持方向具体如下： 
旧政策支持方向 新政策支持方向 

木质原料基地 木质原料基地 
特色经果林 特色经果林 
笋用竹基地 笋用竹基地 
苗木花卉基地 苗木花卉基地 

林下中药材 林下中药材 
林下蔬菜 

基地建设 
提升
林下
经济 林下养殖 

基地建设 

提升林
下经济 林下蔬菜 

企业培育 
产业集群 企业培育 产业集群 

搭建驱动平台 

发展森林康养 一三产业融合
发展 发展生态旅游 一三产业融

合发展 
打造特色小镇 

林业产业科技创新 林业产业科技创新 
金融税收支持 金融税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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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林下养殖，具体指的是林下养鸡。鉴于旧林业产业政策已经废止，

旧政策的评价对于绩效管理的综合提升不能再赋予新的意义，故本次评价

对旧林业新业政策下实施的 2018年度项目进行基础分析，同时结合新林业

产业政策对政策进行梳理。 

1．基地建设 

新、旧林业产业政策都包括基地建设支持方向，主要包括油

橄榄、核桃特色经济林为主的现代产业基地，银杏、桢楠等高价

值等珍贵树种和厚朴等“三木”药材基地，丰产竹林示范基地，木

本花卉苗木基地等。提升林下经济发展方向在新、旧政策单独作

为发展目标提出，实际补贴的内容无法与基地培育严格划分，提

升林下经济主要为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种植蔬菜、以及林下养

鸡等内容；新政策将林下养鸡废除，保留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

种植蔬菜项目。根据政策文件，基地建设分为基地培育和基础设

施建设，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1）基地培育 

新旧政策基地培育主要是根据新建、改建性质，建设亩数的

要素对项目进行补贴，总体看，除停止林下养殖政策外，其余政

策仅为在原政策基础上提高补贴标准。具体如下表： 
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持 

标准 
新政策支持 
标准 

笋用竹基地 新建集中连片 300亩以上
笋用竹基地 

木质原料基地
新建集中连片 300亩以上

木质原料基地 

600元/亩补
贴 800元/亩补贴

基地
培育 

特色经果林
基地 

新建特色经果林（油橄榄基
地） 

1000元/亩补
贴 

1200元/亩补
贴 



6 

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持 

标准 
新政策支持 
标准 

新建特色经果林（核桃，含
高改） 

600元/亩补
贴 800元/亩补贴

基地提升  200元/亩补
贴 400元/亩补贴

示范基地（不小
于 50亩）  最高 50万/年

苗木花卉基
地 

支持花木
产业转型
升级 节会项目申报

成功  最高 300万元

林下中药
材 

新建集中连片
300亩以上的
林下中药材基

地 

1000元/亩补
贴 

1200元/亩补
贴 

林下蔬菜
新建集中连片
300亩以上的
森林蔬菜基地

600元/亩补
贴 800元/亩补贴

提升林下经
济 

林下养殖
林下养殖（林
下养鸡） 20元/只  

（2）基地设施建设 

根据政策文件，基地设施建设主要是建设基地的配套措施，

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支持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持标准 新政策支持标准 

林业生产服务

的生产设施及

附属设施需使

用农用地的

50元/立方米、
引（排）水沟 5
千元/千米、给排
水管 10元/米 

 

基地设施 
建设 

支持林

区基础

设施建

设 

林区机耕道、

生产便道、康

养步道、绿道

等建设 

 

新建改建生产便道不超过

4万元/千米、蓄水池不超
过 50元/立方米、引（排）
水沟不超过 1万元/千米、
给排水管不超过 10元/米 

2．产业集群 

新、旧政策均以林板家具为重点，支持林业龙头企业及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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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企业向林业园区集聚，在新都区、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

等地构建产业特色突出、企业紧密合作、辐射带动力强的木竹加

工类林业产业集群。根据政策，梳理出产业集群支持方向及补贴

标准，其中新政策当中的“搭建驱动平台”在政策及申报指南中未

制定具体补贴标准。 
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

持标准
新政策支持标准 

培育项目  最高 1万/个 

扶持项目  
单个经营主体补贴不超过项目

总投资的 40%，最高不超过 20
万/个 

企业培育 

获得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或国家级林业专合组织

一次 10
万元 

最高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林产品精

深加工 

工艺改进、研发；产品及

技术创新与应用；企业认

证等 
 

对新获得相关国际认证、国家

统一认证的企业，单项认证给

予最高 30万元，单户企业年度
内最高 50万元的直补奖励 

产业

集群 

搭建驱动平台   

3．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旧政策主要是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基地及野放中心、村镇绿化为载体，着力打造大熊猫、森林、湿

地和乡村等四大旅游品牌，依托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森林生

态景观，发展生态旅游。旧政策以及 2018 年度资金申报指南对“发

展生态旅游”无明确的补贴对象以及补贴标准。新政策用发展森林

康养、打造特色小镇的概念替换了旧政策“发展生态旅游”这样相

对宏观的说法，支持一三产业整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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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支

持标准 
新政策支持标

准 
发展生
态旅游

   

必要的简单基础设施设备和景观
打造  

游憩项目（景
点、公园、基地
等）补助最高

80万 
新获评市级森林人家  最高 5万 

新获省级森林人家，省级森林小
镇、森林康养基地  最高 10万 

国家级森林小镇、森林康养示范基
地  最高 20万 

成功申报市级森林公园  最高 10万 
成功申报省级森林公园  最高 20万 

一三产
业融合
发展 

发展森
林康养、
打造特
色小镇

成功申报国家级森林公园  最高 30万 

4．林业产业科技创新 

新、旧政策对于林业产业科技创新的重点都在于推进乡土林

木良种选育工作，两项旧政策不再执行，对仍执行两项政策，一

项维持不变，一项提高补助标准。具体如下： 
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持标准 新政策支持标准 

获得省级以上良种

审（认）定的 
按 10万元/个给予一次

性奖励 
最高按 10万元/个给予

一次性奖励 
引进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对我市现代林

业发展有重大推动

作用 

给予新技术、新品种引

进直接成本20%—40%
的一次性奖励 

 

鼓励编制林业产业

树（竹）种区域性地

方标准，被评为市

级、省级、国家级标

准 

分别按 2万元/个、3万
元/个、5万元/个给予一

次性奖励 

最高分别按 6万元/个、
8万元/个、10万元/个
给予一次性奖励。 

林业产

业科技

创新 

强化林业科研，获得

市级以上林业科研

成果 

按获科研成果奖励额

度的 1∶1给予地方配
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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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融税收支持 

新、旧政策主要从林业产业投融资政策、税收优惠两方面对

企业进行支持，投融资政策主要是委托提供贷款或者对于贷款提

供贴息；税收优惠主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国家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标准税收政策，具体支持做法如下： 
支持 
方向 具体类别 旧政策支持 

标准 
新政策支持 
标准 

企业从事农林等项目所得 免征或者减征
企业所得税 

免征或者减征
企业所得税 

对林业产业企业为开发新技
术、新工艺、新产品所发生
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国家相关政
策文件规定条件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税收 
优惠 

对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
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

品 

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 80%的

政策 
 

符合《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投资指南》和林业发展规划、
投资 2000万元以上的新建林

业重大项目 

经市政府审定
后，可按标准给
予贴息支持 

 

林业龙头企业投资 500万元
以上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专合组织新建规模化标

准化基地的 

经评审后，市农
发投公司可优
先提供委托贷
款或贷款担保
支持 

 

林产品精深加工  贴息最高不超
过 100万/年 

林业龙头企业或成长性较好
的经营主体  贴息最高不超

过 100万/年 

金融税
收 
支持 

投融
资优
惠 

森林游憩类项目中重大基建
项目和购置必要的设施设备

 贴息最高不超
过 100万/年 

二、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 

近三年，该项目均安排市级预算 7500 万元，用于林业产业

发展项目。该项目资金分配预算安排资金既定的前提下，按照政



10 

策、申报指南的要求，由区（市）县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各乡镇（街）

填报项目申报表，汇总后上报市公园城市局，项目经初审后再上

报通过初审项目的评审方案，市公园城市局评审并 终确定实施

方案后，由第三方机构出具作业设计，以作业设计为标准验收项

目，验收合格后，由区（市）县兑付项目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支持方向 补助类别 涉及区
县  金额 

笋用竹基地 4 403.00 
木质原料基地 4 383.00 

特色经果林（油橄榄） 1 1054.00 
特色经果林（核桃） 2 973.00 

林下中药材（含林下蔬菜）基地 6 1907.00 
林下养殖（林下养鸡） 7 140.00 
苗木花卉基地 6 830.00 

1 基地建设 

小计  5690.00 
2 产业集群 国家级合作社申报奖励 1 10.00 

3 一三产业
融合发展 

游憩项目基础设施及景观打造 5 650.00 

新农村绿色家园及特色村资金补助 15 500.00 
都江堰玉堂镇储存保鲜展销中心 1 60.00 

崇州森林康养示范区 1 100.00 
都江堰森林康养示范区建设（包括康
养示范县规划编制、示范区标牌、示

范点打造等内容） 
1 40.00 

森林康养小镇试验区建设（包括康养
示范镇规划编制、公益性康养设施设
备采购、引导康养示范点建设等内

容） 

1 50.00 

成都市花木（农产品）进出口园区 1 100.00 
植物园芙蓉研究 1 300.00 

4 其他 

小计  1150.00 
总计  7500.00 

注：原其他项目都江堰森林康养示范区建设 100万元项目资金调减至

40 万元，都江堰玫瑰花溪谷项目（苗木花卉基地）、胥家镇拾光山丘有机

体验园区项目（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各调增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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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评价情况看，2018 年全部资金已经按照申报项目补贴

资金全部拨付到相关区（市）县。从使用情况看，受建设进度、

规划调整等因素影响，截止 2019 年 3 月，仅兑付温江区、郫都区

项目资金总计 1000 万，其余资金全部未兑付，滞留在区（市）县。

截至现场评价日，抽查的四个区县中大邑县、金堂县仍未兑付，

温江区已全部兑付（290 万元）、都江堰兑付资金（90 万元）占其

预算（1672 万元）的 5.38%。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县 截至 2019 年 3月底 截至评价日 
都江堰市 90 90 

郫都区 9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青白江 11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温江区 280 290 

新津县 11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新都区 1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双流区 1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成都市植物园 300 项目较少，未抽取该点
位 

合计 1000   

三、评价方法及个性指标设计情况 

（一）评价方法 

按照前期准备、政策研究、现场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

以深入研究政策为主、现场评价为辅，组织实施财政政策绩效评

价工作。政策研究方面，评价工作主要考虑政策自身制定发展目

标、林业产业特性、林业产业所面临内、外部环境等因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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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面，评价工作主要考虑项目实施效果、与政策支持方向契

合度、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等因素。通过政策指导项目、项目局部

反映政策的双向印证，以财政资金为载体和主线，全面绩效管理

为理念，结合林业产业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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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评价指标 

本次财政政策从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三方面设计 7 个性

化对该政策进行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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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带动程
度 

通过对经济带动程度的评价，考
察财政资金对于补贴项目在经
济性方面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宏观、微观方面考察该指标 

政策资金投入后，宏观方面从
林业产业发展总产值、微观方
面从经营主体培育情况等因素

定性评价该指标 

2 投入产出情
况 

通过对资金投入产出相关情况
等考察财政资金的经济性 

通过对农民收入带动情况、项
目总投资情况定性评价该指标

3 执行效率 
通过资金的使用情况，考察资金
拨付使用是否按进度，有无滞后

现象。 

根据补助对象资金使用率，按
抽查点位算术平均后计算得分

4 资金效率 
主要通过政策自身支撑方向以
及制定目标考察对财政资金在

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比政策制定目标，考察
政策实施后，是否达到了政策

目标 

5 导向性 
基于现代林业产业特性，通过对
资金补贴方向的把握对现代林
业产业起到的导向性 

考察该政策是否准确把握林业
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是否起
到了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该
政策资金的把投入是否优化了

林业产业结构 

6 协调性 
基于现代林业产业特性，通过对
资金补贴方的投入考察资金是
否投入到了实际需求方向 

考察该政策是否符合成都市现
代林业的实际需要，政策投入
与其他林业相关政策均衡情
况，是否存在政策对同一项目

反复投入的现象 

7 多功能性 
基于现代林业产业特性，通过考
察政策的安排是否符合多功能

性的要求 

考察政策实施后，考察成都市
的森林覆盖率在内的生态功
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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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实施情况 

总体上看林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符合现代林业关于多功能性的定义。2018 年森林覆盖率达

到 39.1%，基地建设累计超过 272 万亩，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 700

亿元，在现代林业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

效果。 

根据旧林业产业政策，2018 年市级林业产业发展项目分 5 个

支持方向共出台了 21 个具体政策，2018 年实施的项目主要围绕

基地培育、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两个支持方向，具体实施情况见下

表： 

序号 支持方向 具体细项 
已执

行 

未执

行 
新增

笋用竹基地    

木质原料基地    

特色经果林（油橄榄）    

特色经果林（核桃）    

林下中药材（含林下蔬菜）基地    

林下养殖（林下养鸡）    

苗木花卉基地    

支持林区基础设施建设    

1 基地建设 

林产品精深加工    

培育项目    

扶持项目      
2 产业集群 

获得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林

业专合组织 
   

3 一三产业 基础设施设备和景观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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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持方向 具体细项 
已执

行 

未执

行 
新增

新获评市级、省级森林人家，省级森林

小镇、森林康养基地，国家级森林小镇、

森林康养示范基地的 

   

融合发展 

成功申报市级、省级和国家级森林公园    

获得省级以上良种审（认）定的    

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对我市现代

林业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 
   

鼓励编制林业产业树（竹）种区域性地

方标准，被评为市级、省级、国家级标

准 

   
4 

林业产业

科技创新 

强化林业科研，获得市级以上林业科研

成果 
   

税收优惠    
5 

林业产业

优惠政策 投融资优惠   

新农村绿色家园及特色村资金补助   

崇州森林康养示范区   

都江堰森林康养示范区建设（包括康养示

范县规划编制、示范区标牌、示范点打造

等内容） 

  

彭州森林康养小镇试验区建设（包括康

养示范镇规划编制、公益性康养设施设

备采购、引导康养示范点建设等内容）

  

都江堰玉堂镇储存保鲜展销中心   

成都市花木（农产品）进出口园区   

其他 

植物园芙蓉研究   

注：“其他”方向为 2018年执行政策文件里面未制定，但具体分配资

金的内容。 

本次评价于市公园城市局开展总体评价，项目点位通过抽查

的方式进行。至项目评价结束，共计对都江堰市、金堂县、大邑

县、温江区四个区（市）县进行现场评价，涉及资金 4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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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预算资金的 54.65%，四个区（市）县项目类型涵盖政策所有相

关的支持类别。 

（二）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1．基地建设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成都市完成新建林业产业 5.23 万亩，

基地提升 2.95 万亩，林下养殖 8.25 万只；质量方面，根据通过验

收的区（市）县项目数据反映，特色经果林良种使用率达到 80%，

油橄榄良种使用率为 100%，种植的苗木成活率超过国家林业造

林技术规程 85%的标准。但从现场情况看，由于林业项目周期长，

见效期较慢，部分点位存在管护不到位，导致苗木出现病害、甚

至死亡的现象，影响项目效益。另外，苗木花卉基地在旧政策、

2018 年申报指南中并未制定相关的补贴标准，仅通过《2018 年度

市级林业产业项目和龙泉山脉生态提升项目资金分配方案上会说

明》将 10 万亩花卉苗木示范基地作为特色产业补助，依据不充分。 

2．产业集群 

旧政策在产业集群在以“企业培育”、“林产品精深加工”两个

方向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思想，新政策新增加了“搭建驱动平台”方

向，但在实际实施时，政策对于培育经营主体并未落实到具体行

动上，新政策对于“搭建驱动平台”也未制定相应的细则。从现场

评价情况看，在培育经营主体方面，相关政策未实施；在林产品

精深加工方面，2018 年该项目对该类别补助金额 多的区（市）

县为都江堰市，补贴金额仅为 34 万元，占总预算的 0.45%，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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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加工项目补贴，制作工艺简单，不具备往深、精加工的能力。

该类政策制定内容较粗略，资金支持、效果发挥较小。 

3．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旧政策制定了“发展生态旅游”方向，在实际补贴当中，对于

“森林游憩类项目”补贴 650 万元未通过政策文件、申报指南作出

具体规定，该类补贴的标准通过会议研究决定，相关补助标准等

政策尚不明确。同时，主要实施的“基础设施设备和景观打造”政

策，主要用于补贴观光基地基础配套建设等方面，与市级旅游发

展等专项资金界限并不明确，存在政策重叠，重复投入的风险。 

4．林业产业科技创新 

对于林业产业科技创新方面政策 2018 年并未执行。但从受

益对象分析看，抽查的四个区（市）县 125 个受益对象中，除个

别已获国家认定的合作社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经营管理能力

外，其余合作社、个人（占 2018 年补贴对象的 74.40%）基础管

理薄弱、建账能力较差，连基础的财务数据都不能提供，不具备

研发和创新能力。从具体政策看，要获得“获得省级以上良种审

（认）定”、“ 编制林业产业市级、省级、国家级标准”资金支持，

无不需要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科研院所才能完成，是相关

政策未得到执行的重要原因。 

（三）政策公平性 

2017 年 10 月 20 日，市公园城市局组织市财政、市农委、市

旅游局和省市的林业专家、领导对 2018 年度市级林业产业示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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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评审，根据 终得分确定项目等次，作为资金分配的依据，

确定出 2018 年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项目年度计划。项目按照

《2018 年成都市现代林业产业示范项目评审办法》进行评审，从

总体目标、区域布局、建设方案、资金概算及管理、保障措施、

创新机制、综合效益等 7 个方面进行打分。项目 终得分由两部

分组成，一是专家组的评分（占 80%），二是统筹评分（包括 2016

年项目建设情况、产业规划发展情况等，占 20%）。根据 终得

分确定项目等次，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四）政策可持续性 

1．持续运行 

旧政策在持续运行方面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个别项目可持

续运行效果不佳，如林下养鸡项目，根据现场评价情况，走访项

目点政策补贴养鸡基本已经全部售出，该项目不能持续的为受益

对象带来经济效益；二是虽然现代林业科学技术总体提升，但根

据现场评价，受益对象自身综合能力薄弱，持续能力有待考评，

加工部分获得的补贴均为粗加工，不利于资金的持续运行。 

2．持续需求 

林业产业具有项目周期长，见效期慢，农民、合作社抗风险

能力较弱等特点，非常需要政策资金的支持。在现场评价问卷中，

受益对象表示希望政府能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环境，增

强产业吸引力，该政策有持续的必要性。 

五、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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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2018 年市级林业产业项目政策以资金为载体的方

面，弥补了林业产业受益对象的部分资金缺口，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该部分受益对象更多的投入到林业产业领域，促进了林业产

业的发展，社会满意度较高，但该政策制定不够细化，支持重点

与培育方向不够突出，在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上还有提升的

空间。该财政政策评价总分为 83 分，其中基本情况评价得分 17.2

分，政策效果评价得分 59.4 分，社会满意度评价得分 9.4 分，指

标体系评分表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相关性 1 1 
科学性 2 1 目标清晰（5分） 
实施计划 2 1.2 
资金分配办法 2 2 

制度健全（5分） 补助对象、标准和条

件 
3 2 

资料完备 5 5 

基本情况评价 
（20分） 

管理有序（10分） 
程序规范 5 5 
经济带动程度 5 4 

经济性（10分） 
投入产出情况 5 4 
执行效率 3 0.8 

效率性（10分） 
资金效率 7 5.6 
导向性 10 8 
协调性 10 8 效益性（30分） 
多功能性 10 10 

公平性（10分） 公平性 10 10 
持续运行 5 4 

政策效果评价 
（70分） 

可持续性（10分） 
持续需求 5 5 

社会满意度评

价（10分） 
受益群体满意度（10

分） 
满意度 10 9.4 

合计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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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政策创新性不足 

从项目新、旧两项政策对比情况看，主要按照种植面积、数

量等因素设定补助标准，不外是新政策提高单位面积补助标准，

仍是传统数量林业思维的具体体现，而在绿色增长、促进林业增

效、林农增收和林区繁荣等方面并未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林业发

展的质量导向不佳，与“由传统数量林业向现代效益林业转变”的

总体目标不符，绩效分配导向体现不够充分，如踏勘的点位当中

存在农产品储存保鲜展销中心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 1 个农产品

储存中心（上层为展销中心、下层为气调库（冻库），主要用于产

品展示和销售，展销中心于 2018 年 4 月完工验收，以 6 万元每年

的价格将其出租给虹禾合作社使用，并未发挥项目设立带动产业

发展的目的。此外，政策未考虑林业项目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

简单按面积一年一补，是导致部分点存在管护不到位，苗木出现

病害、甚至死亡的现象，影响项目效益的重要原因。 

（二）部分政策文件补贴依据待提高 

新旧政策针对基地建设支持方向，主要为结合成都各区（市）

县的资源禀赋制定的。根据政策文件，文件中基地建设主要分为

两个方面，一是基地培育主要是根据建设土地面积对项目按亩数

进行补贴。二是基地施设建设主要是围绕一些简单的配套，如游

布道打造等。在现场评价当中，发现各项目实施点，由于自然环

境、资源禀赋的不同，虽同为林下中药材、树林的种植，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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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规模化、集中化相当不同，补贴标准仅以面积作为补贴

依据不够科学。 

（三）部分产业发展政策未产生效果 

2018 年林业产业政策出台 21 项，实际执行 11 项。未执行政

策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林业产业科技创新和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方面，特别是需要具备一定实力企业或科研机构参与实施的产业

发展、科技研发政策未有一项得到实施，如“林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培育扶持”项目。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集群方面政策，由

于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项目储备不足，受益对象和需求

掌握不充分，2018 年仅补助 1 个项目，补助资金 10 万元，政策

效益不明显。林业产业科技创新方面政策由于主要受益对象基础

管理薄弱、建账能力较差，连基础的财务数据都不能提供，不具

备研发和创新能力，相关政策未得到执行。 

（四）市县两级补助方式不统一 

补助方式上下关系不统一，市级在各区（市）县申报项目审

核后，按确定项目将资金拨付各区（市）县，为先补后建。各区

（市）县在收到市级资金后，实际要到项目验收后才兑付补助资

金，实际为先建后补。受客观因素影响，具体项目建设进度均存

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加上部分项目业主因项目成熟度不够放弃项

目实施，导致资金在区（市）县大量沉淀。 

（五）项目管理有待提升 

一是个别项目实施条件不充分。如 1.都江堰市珊瑚颂—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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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主题森林康养综合体项目由于土地流转协调失败，不能完成建

设任务，将该项目资金 100 万元转入 2019 年市级现代林业产业示

范项目。2.大邑县在项目确定后，由于承包方反悔，放弃项目实

施，原方案新建林下中药材基地 852 亩更换乡镇实施。3. 大邑县

因项目不符合造林技术规程且成活率低，将 693.33 亩笋用竹基地

换乡镇实施为木质原料林基地建设。二是项目调整依据不充分。

都江堰森林康养示范区（规划）减少 60 万元，胥家镇拾光山丘有

机体验园区项目、玫瑰花溪谷项目各增加 30 万元，该事项无相关

调整依据。三是个别项目申报投资额与实际不符。如根据《成都

市“6+1”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基地 2018 年实施方案》，批复的金堂县

林业产业发展项目总投资 6444.10万元，其中市级资金 1574万元，

业主自筹及其他资金 4870.10 万元。根据实地勘察，金堂县林业

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及作业设计中所列示的总投资均不一致， 

2018 年 4 月《金堂县 2018 年市级现代林业产业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总投资 1605 万元，其中自筹 31 万元；《金堂县 2018 年市级

现代林业产业项目作业设计》，项目总投资 1696.8 万元，其中自

筹资金 32.8 万元。温江区现代林业产业项目，截至评价日已报账，

但报账时实施单位只提供超过市级补助金额的合同、协议、发票

等资料，无法核实项目实际投资情况。 

七、政策建议 

（一）优化补助政策 

建议主管部门围绕核心政策目标，充分调研我市林业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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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现状和需求，切合实际制定相关政策，防止无效或无法实施

政策出台。创新以绩效为导向的资金投入方式，将林业产业增长、

林农增收、后续管护效果等因素纳入资金补贴因素，改变单一以

面积为补贴标准的补助方式。建议将支持重点领域由分散的基地

林业经营向“公司+基地+农户”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方向转

化，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促进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统一市县两级补助方式 

建议政策统一资金补贴方式，从市级主管部门、区（市）县

主管部门到项目实施单位，建立统一完善的补贴方式和验收机制，

避免财政资金沉淀。 

 

 

四川天勤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