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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要求，加快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水平，根据包头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市本级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包财监

〔2022〕222 号）文件精神，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针

对 2021 年度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在

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现场调研、数据分析等的基础上，完

成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形成如下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由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

心负责实施，建设年限为 2020-2022年，预算总经费为 11000

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对黄河大街（阿尔丁南大街-建华

南路）、建华路（110 国道-稀土大街）及经一路（建设路-

建华路）的两侧绿道及绿化带进行提档升级，并建设其它相

关配套设施。

1. 项目背景

为深入推进包头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市建设管理和

宜居品质再获新飞跃，2016 年，包头市委、市政府提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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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构想，2018 年市委、市政府基于生

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需求，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指引，正式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列入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包头市制定了《创

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达标公园绿地规划建设实施方案》，以

真正实现居民出行“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理想布局，

构建更加均衡的绿地系统来贴身服务百姓，营造出“依山傍

水、绿网相连、公园棋布、森林围城”的人居生态环境。

在绝大部分城市的交通系统建设中，以快速化、机动化

为导向的高强度道路交通系统建设，不同程度地侵犯了大众

群体的出行权利。在此背景下，慢行交通应运而生。从 2014

年起，包头市开始结合本地绿地系统，设计慢行交通，绿道

成为最佳选择。2016 年，包头市响应国家政策，编制完成了

《包头市绿地系统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建设“三横

一纵”的网状城市绿道总体布局，建设路绿道、兵工路绿道、

滨河绿道为三条横向绿道，一条纵向绿道为建华路绿道。这

些绿道或借景，或就势，不断拓展着城市绿道的长度和厚度。

2021 年，修编完成《包头市绿地系统规划（2021-2025 年）》，

滨河绿道作为园林绿化景观重点项目之一，继续实施。

2. 项目依据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的立项依据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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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100 号）；

（2）《包头市城市绿化条例》（包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 112 号）；

（4）《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住建部建城〔2016〕

235 号）；

（5）《包头市绿地系统规划（2016-2020）》；

（6）《包头市绿地系统规划（2021-2025）》。

3. 项目实施主体

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园林中心）由

原包头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包头市赛汗塔拉城中湿地草原管

理处整合组建，是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公益二类事

业单位。主要职责是：参与编制全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负责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主要道路绿化以

及市属公园、广场、游园等公共绿地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指导旗县区、稀土高新区的园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全市重

大园林绿化活动；承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相关

工作。

园林中心设 8个内设机构：办公室、政工科、人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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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科、综合计划科、绿地管理科、工程技术科、城市

绿化实施办公室；下设 12个相当于正科级、4个相当于副科

级分支机构：劳动公园管护所、八一公园管护所、市民公园

管护所、锦林公园管护所、银河广场管护所、奥林匹克公园

管护所、建设广场管护所、阿尔丁植物公园管护所、南郊公

园管护所、东河公园管护所、园林养护队、赛汗塔拉城中湿

地草原管护所、东河广场管护所、台地公园管护所、伽蓝公

园管护所、迎宾公园管护所。

4. 项目主要内容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为提升道路绿化景观形象，加快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对黄河大街（阿尔丁南大街-建华

南路）、建华路（110 国道-稀土大街）及经一路（建设路-

建华路）的两侧绿道及绿化带进行提档升级，并建设其它相

关配套设施。

工程绿道总长 17.75 千米，总占地面积 99.5 万平方米，

硬化提升面积 10.3 万平方米，绿化提升面积 39 万平方米。

其中黄河大街（阿尔丁南大街-建华南路）绿道全长 7.9 千

米，占地面积 67.4 万平方米，硬化提升面积 6.5 万平方米，

绿化提升面积 30.7 万平方米；建华路（110 国道-稀土大街）

及经一路（建设路-建华路）绿道全长 9.85 千米，占地面积

32.1 万平方米，硬化提升面积 3.8 万平方米，绿化提升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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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万平方米。

（二）绩效目标及指标设定情况

1. 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为提升道路绿化景观形象，加快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对黄河大街（阿尔丁南大街-建华南

路）、建华路（110 国道-稀土大街）及经一路（建设路-建

华路）的两侧绿道及绿化带进行提档升级，并建设其它相关

配套设施。

（2）2021 年度目标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完成建设黄河大街绿

道（阿尔丁南大街-建华南路），包括绿道建设及配套设施

完善。

2. 指标设定

本项目确定的绩效指标有产出指标、效益指标与满意度

指标等 3项一级指标。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成本指标等 4项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又分解为 8

项三级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 4项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又分解为 11 项三级指标；满意度指标包括服务对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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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项二级指标和 1项三级指标，具体指标设定见表 1。

表 1 2021 年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资进度完成率

计划进度完成率

拨款支付率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重点工作完成率

时效指标
工程开工时间

工程停工时间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城市开发增值效益

服务业等行业经济增长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就业人数

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改善城市交通环境

提供生活便利，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生态效益指标

提升绿化覆盖率

减少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

有无发生环境事故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促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促进健康城市建设

促进文明城市建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市民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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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工作概述

1. 评价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要求，加快建成全方

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提升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水平，更好地管好用好财政资金，确保政府投入的资

金能推进项目的发展，需要通过绩效评价来对 2021 年度滨

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资金使用绩效以及预期目标的实现程

度做出总结和评价。

2. 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 年 8

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9号修订）；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号）；

（4）《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

架>的通知》（财预〔2013〕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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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号）；

（7）《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

政办发〔2016〕171号）；

（8）《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内财监〔2019〕1343号）；

（9）《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

政办发〔2021〕5号）

（10）《包头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包财〔2019〕174号)；

（11）与项目有关的年度计划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

实施方案，招投标文件、相关合同、项目监理、资金拨付等

文件资料；

（12）其他与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

件资料。

3. 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按照科学可行

的原则，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设计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组织实施绩效评价。

（2）绩效相关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重点对该项目

财政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反映项目支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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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3）简便有效原则。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尽量简化工作

程序，通过科学合理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在全面分析绩效材

料、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着力保障绩效评价工作本身的“绩

效”。

4. 评价方法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综合采用因素分

析法、实地考察法、查问询证法、问卷调查法等评价方法。

（1）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实地考察法。对黄河大街（阿尔丁南大街-建华南

路）相关施工路段进行实地考察。

（3）查问询证法。对相关科室及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

进行访谈，对相关工作内容、数据、资料等进行查问询证。

（4）问卷调查法。通过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对项目实

施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中公众满意度的实现程度。

5. 评价组织

2021 年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由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

发展中心负责实施，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园林中心财务

审计科、工程技术科具体负责，包括基本资料、基础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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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报告撰写，负责与其他业务科室和施工单位的沟

通与协调。并聘请内蒙古原点创客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绩效评

价的辅助工作，协助项目单位进行方案制定、指标构建、现

场调研、社会调查、数据整理和报告修改等工作。

（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城市建设

管理 2021 年重点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包府办发〔2021〕

19 号），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为 2021 年拟实施园林绿化

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政府计划投资 5000 万元。

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于 2021 年 2月 25 日收到

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付工程款 180 万元、2021 年 7 月

7日收到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付工程款700万元、2021

年 8 月 31 日收到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付工程款 515

万元，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共计投入资金 1395

万元，所收到工程款 100%用于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三）项目资金产出情况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共完成投资 5310.571

万元（均为施工费），完成了阿尔丁大街-稀土路、稀土路-

幸福南路、幸福南路-呼得木林大街、呼得木林大街-曙光路、

曙光路-建华路的部分工程，累计产值5309.82万元（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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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1 年滨河绿道建设工程产值情况

内容 金额（万元） 内容 金额（万元）

阿尔丁大街-稀
土路

1357.36 呼得木林大街-
曙光路

925.28

稀土路-幸福南

路
800.85 曙光路-建华路 1417.88

幸福南路-呼得

木林大街
808.45 总计 5309.82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园林中心在工程项目资金的管理上建立了完善的财务

管理制度体系（见表 3），从项目预算、项目计划到资金支

付、会计档案建立，再到内部稽核、牵制、审计等方面都有

完善的规定。

表 3 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发文单位 财务制度

包头市园林绿化事

业发展中心

《园林中心财务管理办法》

《园林中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园林中心会计电算化管理制度》

《园林中心内部稽核制度》

《园林中心内部牵制制度》

《园林中心资金支付审批程序》

《园林中心内部审计制度》

2021 年度滨河绿道建设工程经费均按照程序申报审批

后拨付，预算资金执行合法合规。项目支出的每项费用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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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心和财政相关部门严格审核，做到了项目资金的专款专

用。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预算资金执行指标评价

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城市建设

管理 2021 年重点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包府办发〔2021〕

19 号），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为 2021 年拟实施园林绿化

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政府计划投资 5000 万元。

通过查阅财务记账凭证、访谈相关工作人员，包头市园

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共计收到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

付工程款 1395 万元。

预算资金 5000 万元，实际执行资金 1395 万元，预算资

金执行率为 27.9%。预算资金执行指标满分 10 分，评价得分

2.79 分。

（二）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

标等 4 个二级指标。

1.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总分值 22 分，其中设置 3 个三级指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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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完成率、计划进度完成率、拨款支付率，按照各项指标

内容对项目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分值分别设置为 8 分、8 分、

6 分。

（1）投资进度完成率

投资进度完成率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进度完成率=实际完成投资/计划投资×100%

通过查阅财务记账凭证、项目进度报表、工程计量报表，

访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计划

完成投资 5000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5310.571 万元，超额完

成任务，投资进度完成率为 106.21%，该指标得分 8 分。

（2）计划进度完成率

计划进度完成率计算公式如下：

计划进度完成率=实际进度/计划进度×100%

通过查阅投标文件、项目进度报表、工程计量报表，访

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计划工

期为 2021 年 3 月至 11 月，主要任务是黄河大街包括阿尔丁

大街-稀土路、稀土路-幸福南路、幸福南路-呼得木林大街、

呼得木林大街-曙光路、曙光路-建华路的绿道建设及配套设

施完善。该项目实际运行中完成了挖土方 13022m³，余方弃

置 12163m³，铺设硬化 34704 ㎡，安砌侧石 21482m，整理绿

化用地 374067 ㎡，人工换种植土 3725m³，栽植地被 213472

㎡，栽植灌木 56 丛，铺设草坪 90192 ㎡，卫生间 1 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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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管线 79881m，安装阀门 2868 个，景墙 5 段，高低廊架 6

座，安装坐凳 35 组，花池 584m，挡墙 213m，树池 108m。因

此，该项目 2021 年度计划进度全部完成，计划进度完成率

达到 100%，该指标得分 8 分。

（3）拨款支付率

拨款支付率计算公式如下：

拨款支付率=实际支付金额/收到工程款金额×100%

通过查阅财务记账凭证、项目进度报表、工程计量报表，

访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共收

到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付工程款 1395 万元，园林中

心将款项用来支付该工程项目的建设工程款和审价费

1347.23 万元，拨款支付率达到 96.58%，该指标得分 5.79

分。

2.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总分值 12 分，其中设置 2 个三级指标：质量

达标率、重点工作完成率，按照各项指标内容对项目的重要

性程度，评价分值分别设置为 6 分。

（1）质量达标率

质量达标率计算公式如下：

质量达标率=实际达标数/总数×100%

通过查阅投标文件、项目进度报表、工程计量报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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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图纸，访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所有施工内容由施工单位（包头市园林绿化建筑工程公

司）实施并报审造价，由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审计单位现

场验收和审定造价，已完成的施工内容全部验收合格，未有

质量不达标情况，质量达标率为 100%，该指标得分 6 分。

（2）重点工作完成率

重点工作完成率计算公式如下：

重点工作完成率=实际完成数/总数×100%

通过查阅可行性研究报告、投标文件、项目进度报表、

工程计量报表、工程图纸，访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

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需重点完成的工作有：黄河大街包括

阿尔丁大街-稀土路、稀土路-幸福南路、幸福南路-呼得木

林大街、呼得木林大街-曙光路、曙光路-建华路的绿道建设

及配套设施完善，以上重点工作均已完成并有相应成果支撑，

重点工作完成率达到 100%，该指标得分 6 分。

3.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总分值 8 分，其中设置 2 个三级指标：工程开

工时间、工程停工时间，按照各项指标内容对项目的重要性

程度，评价分值分别设置为 4 分。

（1）工程开工时间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停工报告（2020）》显示预计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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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0 日，《滨河绿道建设工程开工报告

（2021）》显示开工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5 日，该指标完成，

得分 4 分。

（2）工程停工时间

由于冬季气温较低、不利于绿化工程冬季施工，进入冬

季 11 月后需停工，《滨河绿道建设工程停工报告（2021）》

显示停工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0 日，该指标完成，得分 4

分。

4. 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总分值 8 分，设置 1 个三级指标：成本控制率。

成本控制率计算公式如下：

成本控制率=审核造价/报审造价×100%

通过查阅项目进度报表、工程计量报表、工程图纸，访

谈相关工作人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已完成

的施工任务施工单位报审造价为 5324.63 万元，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审计单位最终的审定造价为 5309.82 万元，成本

控制率为 99.72%，低于 100%，起到了成本控制的作用，该

指标得分为 8 分。

（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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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 4 个二级指标。

1.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总分值 2 分，其中设置 2 个三级指标：城

市开发增值效益、服务业等行业经济增长，按照各项指标内

容对项目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分值分别设置为 1 分。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公益性特

点，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可以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

该工程建成后，各种配套服务基础设施相应建成，会为两侧

的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带来较大的增值效益，同时带动周边

经济的发展，修建住宅、商业用房，带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

行业经济的发展。目前该项目还未完成，经济效益虽然不明

显，但不扣分，经济效益 2 项指标各得 1 分。

2.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总分值 13 分，其中设置 3 个三级指标：

一是增加就业人数，二是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改善城市交通

环境，三是提供生活便利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按照各项指标

内容对项目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分值分别设置为 5 分、4 分、

4 分。

（1）增加就业人数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项目实行过程中能够增加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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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促进就业，就是其社会效益的最大体现。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为保证工程各阶段控制性工期

目标的实现，根据施工段划分，对土方、绿化、灌溉等施工

分别配备队伍进行施工，组织平行与交叉作业。该项目 2021

年度主要任务是硬化工程、土方工程、绿化工程及附属设施

建设，共计带动 140 人就业，该指标完成，得分 5 分。

（2）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改善城市交通环境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内容之一，即为新建自行

车道形成通畅的自行车慢行系统。目前新建自行车道基本完

成，对于完善城市慢行系统作出了贡献，可以对城市交通的

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指标完成，得分 4 分。

（3）提供生活便利，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建成后，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改

善城市交通环境，有助于新的城市景观形成，各种配套服务

基础设施相应建成，为周边市民工作生活提供便利条件，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但是，该项目施工期间对相关路段实行围

挡封闭、有工程车辆通行、有工程机械作业等，对居民生活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该指标得分 3.5 分。

3.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总分值 9 分，其中设置 3 个三级指标：提

升绿化覆盖率，减少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有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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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境事故。按照各项指标内容对项目的重要性程度，评价

分值分别设置为 3 分。

（1）提升绿化覆盖率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共栽植地被 213472 ㎡，

栽植灌木 56 丛，铺设草坪 90192 ㎡，有效提升包头市绿化

覆盖率。该指标得分 3 分。

（2）减少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建成后，绿化面积增加，能够改

善和保护城市环境卫生，减少有害气体、噪声等污染。但该

项目施工期间，因包头市气候环境干燥，工程施工工地拆迁、

挖土方、搬运土方作业容易导致尘土飞扬，影响大气环境质

量；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较大的噪声；

施工过程中还可能产生各种固定废弃物。虽然施工期间采取

了相应的措施，但也可能给周边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

该指标得分 2.5 分。

（3）有无发生环境事故

建设过程中有无环境事故发生也是衡量项目运行的一

项重要的生态效益指标，建设过程中每发生 1 项环境事故就

要扣减相应的分数。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2021 年度未发

生环境事故，该指标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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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总分值 6 分，其中设置 3 个三级指标：

促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促进健康城市建设、促进文明

城市建设。按照各项指标内容对项目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分

值分别设置为 2 分。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建设黄河大街、建华路及经一路

绿道，其中包括绿道景观提升、苗木栽植等工作，将进一步

提高城市绿化覆盖面积，满足包头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的需要；该项目绿道的建设将极大的丰富市民的休闲及

健身空间，从而为建设“健康城市”助力；该工程建成后将

进一步完善包头市基础设施，美化市容市貌，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是配套建设“文明城市”的需要。该项目目前还在建

设执行期间，虽然还没有全部完工，但这些目标未来能够达

到，每项指标得分 2 分。

（四）满意度指标得分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中设置 1 项三级指标，即市民满意

度，指标分值为 10 分。

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面

积，完善包头市基础设施，美化市容市貌。针对项目范围内

的市民发放《包头市园林绿化满意度社会问卷调查表》，共

计回收有效问卷 185 份，市民总体满意度为 94.84%。本项目



21

施工期间，对相关路段实行围挡封闭、有工程车辆通行、有

工程机械作业等，产生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对居

民生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市民满意度基础上扣减

4.84%。故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市民满意度为 90%，该指标

得分 9 分。

（五）自评得分情况

2021 年度包头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滨河绿道建设

工程项目综合评价得分为 90.58分，综合绩效级别评定为优，

具体评价得分见表 4。

表 4 2021 年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评价

预算资金执行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合计

总分值 10 50 30 10 100

评价分值 2.79 49.79 29 9 90.58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实施存在问题

1.存在规划设计需调整变更的问题。滨河绿道建设工程

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有设计图纸与实际现场不符，或按照设

计图纸无法施工的情况存在，需临时变更图纸或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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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项目施工

期间对相关路段实行围挡封闭、有工程车辆通行、有工程机

械作业等，对居民生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项目施工期

间，因包头市气候环境干燥，工程施工工地拆迁、挖土方、

搬运土方作业容易导致尘土飞扬，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施工

机械和运输车辆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较大的噪声；施工过

程中还可能产生各种固定废弃物。

（二）资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

预算资金到位率较低，影响工程总体进度。根据《包头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城市建设管理 2021 年重

点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包府办发〔2021〕19 号），滨河

绿道建设工程项目政府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包头市园林绿

化事业发展中心收到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拨付工程款

共计 1395 万元，2021 年预算资金到位率为 27.9%，预算资

金到位率较低，影响工程整体运行。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继续按照原有工程进度计划推进滨河绿道建设工程项

目运行进度，加强施工过程管理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加强项

目资金管理保障项目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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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措施及办法

第一，加强部门间沟通。加强与发改委、财政局、住建

局等部门的沟通，拓宽预算资金筹措渠道，加快预算资金筹

措和拨付进度。

第二，加强施工过程管理，安排好施工作业时间与强度，

尽量减少施工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适时调整施工设计和

规划，尽量减少大型植被砍伐和移植，合理规划降低工程量

的同时，减少市民环保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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