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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
市级项目主管部门 （公章）:
填报人姓名：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2019年度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韶关市供销合作联社
周艳华
8803636
2020年3月13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 。

1、“仁化县强联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和“仁化县韶顺供销有限公司 ”是仁化县供销社按照开放办社的原则 ，采取与社会能人融合发展的方式新组建的公司 ，仁化供销社吸
纳社会能人杨雪花 、陈景标分别担任董塘中心社和周田中心社负责人 ，董塘、周田中心社组建后经营服务范围覆盖董塘镇 、石塘镇、丹霞街道、周田镇、黄坑镇和大桥
镇，带动当地农民扩大种养规模 ，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益 。
2、“乐昌市廊田供销合作社 ”和“乐昌市长来供销合作社 ”是乐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直属基层社 ，类型为集体所有制 。乐昌市廊田供销合作社位于乐昌市廊田镇 ，于
1991年4月2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154.9万元，本次项目用款金额为 8万元；乐昌市长来供销合作社位于乐昌市长来镇 ，1980年12月27日47.3万元，本次项目用款金额为
12万元。
3、韶关市曲江区罗坑基层供销合作社建于上世纪 50年代，世纪之交进行了机制转换的改革后 ，企业一度关停 。2014年曲江区列入我省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区 （区），对罗
坑社进行改造 ，兴办了罗坑方佳番薯干专业合作社 ，并集成原供销社职工自主经营的农资 、日用消费品门市部 ，组建了罗坑供销社综合服务社 ，重启为农服务功能 ，为基
层社改造和助农服务中心建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马坝供销中心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6月，注册资金人民币 3万元，资产总额5.57万元，所有者权益0.69万元，无银行债务
。是一个资本结构均衡 、人员配置合理 、运作良好的镇级中心社 。
4、始兴县顿岗供销合作社属于基层社供销社 ，符合基层社改造工作要求 ，并具备建设镇级助农服务中心的优越条件 ，人员配备完善 ，属于保留较好的基层供销社 。始兴县
司前供销合作社属于基层社 ，符合基层社改造工作要求 ，并具备建设镇级助农服务中心的条件 ，人员配备完善 ，自然资源丰富 ，生态农产品生产加工优势生态环境 ，属于
保留基层较好的基层供销社 。
5、乳源瑶族自治县大布供销合作社坐落于大布镇 ，实行开放办社，主要经营番薯、黄豆、笋竹，提供农资农技和日用消费供应服务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供销合作社坐落
于大桥镇，开设了一间好又多购物中心 。
6、南雄市邓坊供销社 ，地处邓坊镇，主管单位南雄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现有员工5人，专业社成员101人。领办专业合作社 1个，建设助农服务中心 1个，主要经营农资农
技，农副产品购销 ，农村电商。主要经营产品甜玉米 ，每年种植甜玉米 3500多亩，销售收入600万元，为农增收520万元。
7、新丰县马头中心供销合作社坐落于马头镇 ，下辖大席镇、石角镇，实行开放办社 ，主要提供农资农技和日用消费品供应服务 。新丰县梅坑中心供销合作社坐落于梅坑
镇，下辖小正镇、黄礤镇，主要有反季节蔬菜 、佛手瓜等农副产品 。反季节蔬菜供港澳地区 ，佛手瓜入选全国 “一乡一品”。
8、翁源县江尾基层供销合作成立于 1989年，属集体所有制企业 ，位于翁源县江尾镇江尾街 ，现有职工3人，注册资本106万元，占地面值约85平方米。翁源县翁城供销合作
成立于1988年，属集体所有制企业 ，位于翁源县翁城镇翁城街 ，现有职工3人，注册资本66万元。
9、韶关市富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3月，注册资金捌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提供电子商务服务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广告；销售：农副产品、工艺美
术品、预包装食品、日杂用品、花木、酒类、饲料；水果、蔬菜种植；家禽、水产、牲畜养殖；投资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市
场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 ，物流配送；农业技术引进与推广 ；农业技术及电子商务培训咨询服务 。

（二）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
程序。（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

1、仁化县供销社开展基层社组织建设情况调查摸底 ；制定改造方案 、推动董塘、周田中心社的建成 ，改造完成上述两个中心社办公场所 、营业场所，购置办公设备 、营业
设备、统一标识。
2、始兴县供销社对顿岗 、司前供销社进行了升级改造 ，基层供销社办公场所已完成装饰装修工作 ，并购买相关的办公室设施设备 ，具备统一供销社标识 ，且已完成了基层
社供销社助农服务中心的初步建设 ，建有2个以上助农服务功能 ，1个为农宣传推广活动中心 。
3、曲江供销社于2019年7月开始，先后完成了罗坑基层供销合作社 、马坝供销中心合作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建设 ；完成了办公室装修 、制度上墙；购置办公用品，改善了
供销社办公室的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 ；建设罗坑镇助农服务中心 ，集成了罗坑方佳番薯干专业合作社及原供销社职工自主经营的农资 、日用消费品门市部 ，建成了农资农
技、农副产品加工销售 ，日用消费品3个服务区；完成曲江新供销曲威平价商场和农副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整合 ，提升“曲江·新供销”电商平台的功能调配 。
4、乳源供销社对大布供销合作社 、大桥供销合作社等 2个基层社旧办公楼进行整体室内外装修 ，使社有资产得到了保值增值 。办公环境的改善 ，使基层社的面貌焕然一
新，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 。
5、乐昌供销社建设 2个镇级助农服务中心 ：廊田镇供销社助农服务中心和长来镇供销社助农服务中心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助农服务中心办公场所装修改造 、购置办公设备
、按要求悬挂供销社牌匾 、制度上墙。
6、南雄供销社恢复重建邓坊供销社 ，装修改造办公场所 、营业场所，购置办公设备 、营业设备，统一招牌标识；建设邓坊镇助农服务中心 。工程按先设计 ，预算，再邀
标，择优施工单位施工建设 ，完工由市财政评审后支付工程款 。完成了各项按绩效目标 。
7、新丰供销社对大布供销合作社 、大桥供销合作社等 2个基层社旧办公楼进行整体室内外装修 ，使社有资产得到了保值增值 。办公环境的改善 ，使基层社的面貌焕然一
新，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 。
8、翁源县供销社完成 2个基层社旧办公楼整体室内外装修 ，购置办公设备 、营业设备，统一招牌标识；与翁源县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共同
在本镇大力发展农村线下服务网络 ，参与翁源县供销社助农服务综合平台建设 ，建立起供销社助农服务中心 2间，线下服务站点31家，行政村覆盖率已达 80%；电商培训10
次，250人次，带动农户305人；与翁源县德财蔬菜专业合作社合作建成翁源县城供销社助农服务中心 1家。
9、2019年6-9月，韶关市富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分别在仁化县 、乳源县、新丰县、翁源县、曲江区、武江区等建设 6个县社电商运营中心 ，购置展示设备、办公设备、经营
服务设备、冷链运输车辆 ，完成网点门店装修 ，打造新型助农体系 。

（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
数，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 。

自评情况等级为 “良好”，自评分数为94分。一、项目前期投入情况 ，自评得分19.5分
在论证决策方面 ，项目立项论证充分 ，前期可行性研究形成了项目计划实施方案 ；在目标设置方面符合完整性 、合理性、可衡量性；在保障措施方面 ，公司制度完整 ，
具备条件实施项目 ，项目计划安排合理 。2019年通过改革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基层社改造建设示范项目 15个；支持韶关市富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县域电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6
个。资金落实方面 ：至2019年12月31日，新丰的项目已完成建设工程发包招标 。并已完工，现工程进入财审阶段 ，由于建筑方的有关采购资料未及时通过财政局政府采购
中心挂网采购 ，造成资金拨付不了 ，现正在财政局政府采购中心挂网中 ，待完成手续后 ，预计3月底完成20万元资金拨付。其他项目资金已全部支付 。
二、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自评得分18.5分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展 ，各项目单位垫支资金保证项目进度 ；项目预算执行规范 ，事项支持合规 ；项目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项目择优选择具体实施单位 、项目建设
、验收按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按规定对项目建设开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 ；没有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截留挤
占；有部分项目未及时完成会计核算 。
项目实施程序规范 ，按设计和实施方案实施 ，项目的建设、验收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同时对项目进行严格监管 ，实施有效的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
三、项目产出及效益情况 ，自评得分56分。
项目的实际工程金额与预算相符 ，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相匹配 ，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项目按照预算完成 ，在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 ，项目实施的成本 （包
括工程造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围 。项目按照约定的合同工期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指标 ，工程达到优良 。
项目建成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供销社为农服务实力进一步增强 ，为农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与农民利益联结进一步密切 ，农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使用绩效。

1、合理规范使用项目资金 ，完成了各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节约成本，按时完成各项工程 ，工程质量优，改善了供销社办公条件 ，增加了助农服务功能 ，取得了很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项目对环境无污染 ，可持续发展，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
2、通过对旧办公楼的装修改造 ，社有资产得到了保值增值 。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基层社 ，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经营服务网络和运营的现代化水平得以提升 。
3、基层社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突出区域特色 ，吸收不同行业领域的骨干企业加入 ，市场竞争力逐渐增强 ，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成员 。
4、通过建设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及镇村电商服务站点 ，整合产品资源 ，扩大产品供应链渠道 ，促进产销对接 ；落实电商精准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 ；帮助贫困户通过电子商
务创业就业；帮助农民通过电商网络解决农特产品上行外销 ，带动贫困户增产增收 ，受到农户的欢迎和好评 。
5、发展、规范专业合作社 13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3205户，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3000多亩，助农增收额1423万元，基层社销售额增长率超过 20%。
6、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举办各类讲座 、农技推广等形式的培训达到 102场。

（二）存在问题。针对短板指标
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

二次分配到新丰县财政局的资金 ，因新丰供销社对专项资金支付流程不熟悉 ，导致向新丰财政局申领专项资金时 ，申领资料不符合要求 ，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

三、改进意见（计划）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
理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见 。或拟在
下一步工作中调整完善的工作计
划。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制定 、项目实
施管理等方面好的经验方法 ，碰
到的实际困难等其他需说明的内
容。

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支出指导和监督管理 ，切实加快财政资金的支出进度 。要求各县（市、区）供销社举一反三 ，熟读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