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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做出“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2016 年 6 月 4 日，

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精神，制定了《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

施意见》（粤发〔2016〕13 号），明确对全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4000 元的农村 70.8 万户 176.5 万人开展脱贫帮扶工作。通过实施

产业发展扶贫工程、劳动力就业扶贫工程、社会保障扶贫工程、教

育文化扶贫工程、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扶贫工程、农村危房改

造扶贫工程、基础设施扶贫工程、人居环境改善扶贫工程等八大工

程，着力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衔接市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确保到 2018 年全省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与全省同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财政对扶贫开发帮扶对象按人均 2 万元安排财政扶贫投入，所

需资金由省、对口帮扶市、贫困人口属地市按 6:3:1 的比例共同分

担，资金用于直接促进扶贫开发帮扶对象增收，包括扶持就业、发

展特色产业、增强创收能力、资金收益扶持、扶贫贷款贴息及教育、

基本医疗保障等。对丧失劳动能力低保人员按政策规定安排资金实

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对贫困户的住房保障和丧失劳

动能力低保人员的教育、基本医疗按政策安排专项资金保障。各部



门安排的各项惠民政策、项目和工程，要最大限度地向贫困地区、

贫困村、贫困人口倾斜。

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合并对口帮扶关系的通

知》（粤办函〔2013〕118 号），对口帮扶关系是广州市对口帮扶梅

州、清远市；深圳市对口帮扶汕尾、河源市；珠海市对口帮扶阳江、

茂名市；佛山市对口帮扶湛江市、云浮市；东莞市对口帮扶韶关、

揭阳市；中山市对口帮扶潮州市、肇庆市。

2016-2018 年，全省各级财政安排扶贫攻坚一揽子资金投入总

规模约 391 亿元，其中，扶贫开发资金 255 亿元、低保兜底资金

59 亿元、其他专项保障资金 77 亿元（主要用于贫困户危破房改

造 49 亿元、无劳动能力低保人员子女教育 10 亿元以及基本医疗保

障资金 18 亿元）。

扶贫开发资金按帮扶对象 127.55 万人和 2万元/人计算财政投

入，共需 255 亿元。无劳动能力低保人员 48.99 万人实行政策性保

障兜底，需安排低保兜底资金 59 亿元，其中省级承担 36 亿元。

本次评价的范围是省级资金中用于产业扶贫的 115.29 亿元。

表 1-1 2016-2018 年产业扶贫资金分配表

单位：人、万元

20171231

建档立卡有

劳动能力贫

困人口数

三年攻坚

分配资金总数

2016 年

安排资金

2017 年

安排资金

2016-2017

年分配资金

合计

2018 年

分配资金

全省 1,177,636 1,059,872.40 381,635 379,887 761,522 298,350.40



合计

一 汕头市 81,878 73,548.40 24,198 27,183 51,381 22,167.40

二 韶关市 66,985 60,366 21,406 22,861 44,267 16,099

三 河源市 89,066 80,284 36,711 20,960 57,671 22,613

四 梅州市 118,986 107,165 51,125 34,488 85,613 21,552

五 惠州市 24,033 21,618 6,670 7,338 14,008 7,610

六 汕尾市 110,704 99,606 24,294 42,081 66,375 33,231

七 阳江市 46,850 42,167 13,026 14,902 27,928 14,239

八 湛江市 184,419 165,881 63,597 54,973 118,570 47,311

九 茂名市 110,061 99,028 43,284 28,828 72,112 26,916

十 肇庆市 61,517 55,393 17,532 20,060 37,592 17,801

十一 清远市 87,285 78,632 26,066 30,734 56,800 21,832

十二 潮州市 31,856 28,644 9,201 13,355 22,556 6,088

十三 揭阳市 82,088 73,831 25,050 32,742 57,792 16,039

十四 云浮市 81908 73,709 19,475 29,382 48,857 24,852

资料来源：本数据由省扶贫办提供。由于 2018 年度资金没有完全下达，也没有进行

清算，故资金下达的总数有少许出入。

（二）项目目标。

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到 2018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指标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实现有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当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5%

（7,365 元），符合政策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人口

纳入低保，确保全部实现稳定脱贫。相对贫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低于当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9,820 元）。

到 2016 年底，5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 2017 年底，6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 2018 年底，66.5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

二、主要绩效

通过分析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场核实和问卷调查等情

况，总体上看，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体工作实施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绩效结果与预期尚存在一定差距。综合评定

“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攻坚）”绩效得分为 80.5 分，绩效等级为“良”（得分情况详见附

件 1）。

（一）较好完成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脱贫三

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13 号）文件的要求，“2016 年

50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7 年 60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至 2018 年底，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 7,365 元”。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有超过 116 万相对贫困人口预脱贫，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发生率从 4.54%下降至 1.52%以下。其中 2016 年预脱贫相

对贫困人口 57.36 万，2017 年预脱贫相对贫困人口 60 万。相对

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6 年的 4,000 元增长到 2017 年

年底的 6,883 元，年均增长 31%，相对贫困人口收入增长情况良好。

（二）产业扶贫和就业帮扶取得一定成效。

全省 2,277 个贫困村建有农业特色产业 4,578 个，带动在家有

劳动能力相对贫困户 20.9 万户，人均产业增收 2,605 元。帮扶到



户产业项目 41.27 万个，涉及贫困户 22.9 万户 83.3 万人。截止到

8 月，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总额 83,577.86 万元，贷款笔数

33,941 笔。截至 2017 年底，全省转移就业及就近就业相对贫困人

口 34.96 万人，人均就业增收 1.79 万元。全省累计安排贫困户作

为护林员共达 2,613 人,产业扶贫和就业帮扶在精准扶贫中起到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得到有效激发。

在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将产业和就业帮扶作为推动脱贫攻坚

的根本出路，通过制定各项政策，鼓励贫困村和贫困农户在政府的

帮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脱贫。现场评价中发现，南雄市角湾

村积极推动“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模式，组织村党员干部成

立南雄市珠玑镇方圆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中设立党支

部，吸纳在家有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户和村民加入合作社，发展油

茶、李子、油菜、优质水稻等休闲观光农业种植和蜜蜂养殖。帮扶

单位提供启动资金、种苗、技术、化肥等，利益分成则是贫困户、

村民自己种养的农产品收益归自己，村集体种植和统一营运销售的

利润归村集体，确保三方利益。通过走访贫困户郭文水，针对其家

庭特点，通过将其子女纳入教育补贴范围，利用帮扶资金帮助其开

展以养蜂为主，兼顾种植的生产方式，并通过村成立的方圆电商平

台销售其养蜂产品，目前其一年可产蜂蜜 400 多斤，每斤可买到 60

元，仅此一项年收入近 3 万元，顺利实现全家脱贫。



三、存在问题

（一）部分制度不够完善。

一是资金筹集方面，如揭阳等部分市对应由市县共同承担的自

筹资金，明确由各县（市、区）自筹负责，市视情况对县给予奖补，

加重了县（市、区）级负担，也不利于扶贫资金的筹集。

二是公示公告方面，对项目开展的结果、收益的分配公示公告不够，

公告的内容还存在欠缺。特别是各项扶贫数据（包括各市、县的贫

困人口数据），扶贫检查、各级政府的扶贫总结、汇报等的公示、公

告力度不够，易造成虚报贫困、低保人口等问题。

（二）扶贫资金投向的产业比例不合理。

经对 2016 年、2017 年各市上报的 2016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汇总（详见表 3-1），发现扶贫产业资金投向中存在以下

问题。

表 3-1 2016 年、2017 年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 单位 2016 年合计 2017 年合计

一.资金投入 1.投入总额 万元 489899.2528 572112.5672

二.资金安排

（按地域分）

2.5 建档立卡贫困村
万元 71865.1942 83047.09675

村数 20334

2.6 建档立卡贫困户
万元 382107.7733 465329.5861

户数 406045

三.资金安排

（按工作分）

3.1 整村推进
万元 201750.922 77350.8328

户数 100037 127883.5

3.1.1 基础设施 万元 22174 13782.052

3.1.2 产业发展 万元 147844.521 62459.5129



3.1.3 互助资金 万元 1095.4 932.2979

3.2 移民扶贫
万元 937 99.4

户数 563 497

3.2.1 贷款贴息 万元 374 0

3.2.2 基础设施补助 2

3.2.3 后续产业发展 万元 0 99.4

3.3 能力建设 万元 1295.2 1868.1466

其中：直接补贴到贫困户
万元 101 4723.3116

人数 90625 10832

3.4 扶贫小额信贷
万元 5038.622 21609.21461

人数 46191 30481

3.4.1 贴息补助 万元 2658.644 3113.145207

3.4.2 风险补偿金 万元 811.978 7163.2722

3.4.3 担保金 万元 53 18167.1444

3.5 资产收益扶贫 万元 80891.736 337594.6948

3.5.1 光伏扶贫类 万元 10552.16 49715.6401

3.5.2 产业类 万元 81376.5152 222089.6599

3.5.3 基础设施类 万元 36866.41 39268.9443

3.5.4 其他类 5578.6 28759.9

3.6 其他 万元 56439.8675 100271.6189

3.6.1 除上述以外的产

业发展项目
万元 49175.5465 64397.9511

3.6.2 除上述以外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万元 7653.046 2381.33

3.6.3 除上述以外的金

融扶贫项目（财政资金支持

数）

万元 306.758 2291.0033

3.6.4 信息化建设、建档

立卡、统计监测等项目
万元 3132.117 865.2399

3.6.5 其他 9715.3915

四.产业项目

资金支持方式

1 现金或实物补贴 万元 49121.702 77182.4205

2.资产收益扶贫方式 万元 63665.03 297885.0904



3.通过金融方式支持 万元 15673.201 10375.78761

4.资产投资收益以外的

龙头企业、合作社、园区带

动等

万元 28011.63 5748.8696

资料来源：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各市 2016、2017 年度自评材料。

从表 3-1 可以看出，光伏扶贫类、资产收益类的产业扶贫投入

资金 80,891.74 万元，其他方向是 56,439.87 万元，以上述两项进

行计算，资产收益类占了 58.9%; 2017 年资产收益类的产业扶贫投

入资金达到 337,594.69 万元，其他方向为 100,271.62 万元，资产

收益类的投入比例较高。同时，现场评价中了解到，揭西县扶贫资

金总额为 31,739.96 万元，其中投入参股资金为 14,352.7 万元，

占比45.22%；购买（或自建）商铺出租 10,088.11万元，占比31.78%；

光伏发电 4,488.76 万元，占比 14.14%；上述 3 项合计共 28,929.57

万元，占比 91.14%。又如揭西县山湖村将全部扶贫资金支出的 50%

约 300 万元的扶贫资金投向广州中庸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收益率

为 10%，期限为 5 年。上述项目不属于因户施策、一户一策，因此

精准脱贫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同时由于资金投向过于集中，

扶贫资金的安全也存在一定隐患。

（三）扶贫产业的收益对脱贫贡献定量描述不足。

通过对各市县 2016 年、2017 年自评材料的整理分析，各市县

的总结报告中，对于预脱贫人数的总结非常具体，各项脱贫措施、

产业政策的介绍也比较详细，但对不同的扶贫产业对于预脱贫人口

收入增加的贡献，基本没有有效、可信的分析。省扶贫办也未能提



供按县的统计数据。以对揭西县现场评价数据进行分析，按该县投

向参股、投资、光伏类资金共计 28,929.57 万元，投资收益 10%计

算，每年收益为 2,892.3 万元，按照《关于下达 2017 年省财政支

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二批）的通知》（粤财农〔2017〕

402 号）中明确揭西县贫困人口数 32,094 计算，该县人均年增收不

超过 1,000 元；而要实现预脱贫，人均年增收需要达到 3,000 元以

上，产业扶贫对预脱贫贫困人口增收的贡献不明确。

（四）产业扶贫的数据建设尚待加强。

一是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不一致，如教育部门的贫困户子女学

生数与扶贫部门的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各级扶贫部门上报的年度总

结、报表质量较差，不够规范，如 2016 年汕头、汕尾、潮州《2016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表》中基本无内容。2016 年的《资金

使用成效（贫困人口减少）》基本上所有市均为空白，没有填写 2016

年贫困人口数、2017 年贫困人口数。三是数据的一致性存在明显问

题。如潮州市的 2017 年度资金结转结余率表格中，“考核年度各级

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数之和”栏资金总额为 24,747.00

万元，该市同时提供的《2017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表》资

金总额则为 24,230 万元，同一年度资金总额填报存在不一致。

四、相关建议

（一）建议进一步加快实施进度。

针对省级资金总体支出率 63.1%、进度相对滞后等情况，建议

由省扶贫办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加强对市县工作



的监督、指导和考核，督促市县优化工作流程，加快实施进度，使

扶贫资金效益得到及时有效发挥，按照完成有关脱贫绩效指标。

（二）建议对产业扶贫资金的各类项目投资收益情况开展数据

分析。

本次评价中，省、市、县自评材料中反映出利用扶贫资金开

展的项目、资金投入、贫困人口和贫困人口增收情况，但贫困人口

增收和产业项目收益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考虑到省扶贫办的扶贫

信息系统中已包含贫困户收入情况，并将贫困户的收入分为工资性

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计划生育金、

低保金、五保金、养老保险金、生态补偿金、其他转移性收入等，

建议省扶贫办牵头对预脱贫人口中各类收入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对预脱贫人口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并按照扶贫信

息系统贫困户帮扶项目月报中的项目分类统计落实到贫困人口中

的项目类型，从而达到较好说明因户施策、一户一策、精准扶贫执

行情况的目的。同时，通过对比项目落实情况和贫困人口增收情况

之间的关系，有效指导下一步扶贫工作开展。

（三）建议对资产收益类扶贫资金的投入进行收集处理。

建议对“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攻坚）”中投向资产收益类的资金开展收集处理。一是

理清投入的总金额以及占产业扶贫资金的比例，同时检查其是否符

合《广东省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粤财农〔2016〕

166 号）中第四条“建立资产收益扶持机制。包括以招投标方式投



入设施农业、林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资产 ,

将具备条件的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等。”中的规定。二是清

查投向资产收益类资金的投资程序是否合规，合同内容是否完整，

是否有足够的抵押物，合同期限有多少，投资期限到后，本金如何

处理等，以判断此类扶贫资金是否存在风险。三是了解资产收益类

的扶贫资金合同中，地方政府担保兜底的有多少，与现行的政策是

否符合，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务风险。

（四）建议强化扶贫公示制度。

目前扶贫资金公告公示的要求较偏重执行过程中的各项事宜

的公告公示，对执行的监督检查、执行的结果的公告公示还存在不

足，建议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扶贫工作中的检查、督办、整改以及年

度总结等材料应进行公示，以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管理和扶贫工作

的透明度。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2.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附件 1

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指标

得分

投入
（20）

项目
立项
（10）

目标
设定
（4）

完整性
（2）

目标设置是否包含
总目标和阶段性目
标，是否包括预期提
供的公共产品或服
务的产出数量、质
量、成本指标，预期
达到的效果性指标。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
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完整
性，即是否包含总目标和
阶段性目标，是否包括预
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
务的产出数量、质量、成
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
性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1.5

可衡量性
（2）

资金绩效目标设置
是否量化、是否包括
可衡量的绩效指标。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
据判断目标设置的可衡
量性，即绩效目标设置是
否有数据支撑、是否有可
衡量性的指标，据此核定
分数。

1.5

保障
措施
（6）

信息公开
和公告公
示制度建

设
（3）

扶贫资金项目信息
公开和公告公示制
度建设和公告公示
平台建设情况。

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的
平台建设完备、制度健全
得 3分，否则酌情扣分。

2

监督检查
制度建设
（3）

扶贫资金监督检查
制度建设情况。

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制度
健全、完善，得 3分，其
他情况酌情扣分。

2

资金
落实
（10）

资金
到位
（10）

省财政资
金到位率
（2）

省级财政资金的到
位情况，到位率=实
际下达的资金/计划
安排或下达的金额
×100%。

资金到位 2分，评分等于
到位率×2 分。

2

对口帮扶
市资金到
位率
（2）

对口帮扶市资金的
到位情况，到位率=
实际下达的资金/计
划安排或下达的金
额×100%。

资金到位 2分，评分等于
到位率×2 分。

2



贫困人口
所在地
市、县资
金到位率
（2）

贫困人口所在地市、
县资金的到位情况，
到位率=实际下达的
资金/计划安排或下
达的金额×100%。

资金到位 2分，评分等于
到位率×2 分。

1.5

省直部门
兜底资金
到位率
（2）

省直部门兜底资金
的到位情况，到位率
=实际下达的资金/
计划安排或下达的
金额×100%。

资金到位 2分，评分等于
到位率×2 分。

2

各项资金
到位及时

性
（2）

各类财政专项资金
到位情况和到位及
时性。

上述各类财政资金到位
及时，得 2分。否则酌情
扣分。

1.5

过程
（30）

财务
管理
（20）

资金
支付
（12）

资金使用
率

（8）

反映财政专项资金
的实际使用情况，使
用率=（财政资金实
际支出金额/省财政
预算总金额）×
100%。

评分等于主要依据“8分
×使用率”计算核定得
分，同时综合考虑工作进
度，以及是否垫资或履行
支付手续而影响支出率
等因素适当调整最后得
分。

5

资金支付
及时性
（4）

各类资金按规定或
约定的时间支付情
况，包括省、市、县
（区）财政资金的使
用。

各类资金能够按照规定
的时间或约定的时间支
付，得 4分；因各级财政
部门原因造成资金未及
时支付的，得 0分。

3

支出
规范性
（8）

事项支出
的合规性
（4）

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资金管理、费用标准
集中支付或财政报
账等制度是否得到
严格执行，是否超范
围、超标准支出，是
否虚列支出，是否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
资金的情况。

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
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
得满分，超范围、超标准
支出，虚列支出，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的，以及
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
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
分，直至扣到 0分。

3

会计核算
的规范性
（4）

反映是否规范执行
会计核算制度，是否
专账核算，支出凭证
是否合规有效。

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
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
核算，或支出凭证不符合
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范
的，视具体情况扣分。

3

业务
管理
（10）

管理
情况
（10）

信息公开
和公告公
示制度的
执行
（5）

反映信息公开和公
告公示制度的执行
情况。

按要求公开扶贫有关政
策、资金使用及项目安排
等情况，信息公开和公告
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良
好的，得 5分；否则，视
情况扣分。

4



监督检查
制度的执
行（5）

反映扶贫资金监督
检查制度建设及开
展监督检查情况，包
括组织检查、检查成
果和问题整改等。

扶贫资金监督检查制度
建设及开展监督检查情
况，包括组织检查、检查
成果和问题整改等方面
表现良好，得 5分，具体
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证据
做出判断并核定分数。

4

产出及
效果
（50）

产出及
效果
（50）

脱贫
成效
（10）

预脱贫
人数
（10）

年度预脱贫人数是
否完成年初计划。

年度预脱贫人数完成年
初计划数，得 10 分，否
则按比例得分

10

精准
帮扶
（30）

社会保障
政策落实
（5）

反映社会保障兜底
政策执行情况。

1.按照规定程序，符合条
件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 100%纳
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2.落实相对贫
困户 60 岁以上符合领取
待遇的老人 100%享受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
遇。以上指标，每项 2.5
分，不达标不得分。

4

贫困户子
女教育
（5）

反映教育扶贫兜底
完成情况。

1.落实贫困户子女就读
小学、初中、高中、中职
（含技校）、全日制高等
院校（大专）的生活费。
2.实现相对贫困户子女
考上高中以上学校学生
不因贫困而辍学。以上指
标，每项 2.5 分，不达标
不得分。

4

落实危房
改造
（5）

反映贫困人口中危
房改造完成情况。

1.全面摸清贫困人口中
有危房改造需求的贫困
户，并纳入年度危房改造
计划。2.纳入今年危房改
造计划的年底前需动工
建设。没有年度任务的按
缺项考核计分。以上指
标，每项 2.5 分，不达标
不得分。

4

医疗保险
和医疗救

助
（5）

医保和医疗救助对
贫困人口兜底执行
情况。

1.加大医疗救助帮扶力
度，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
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对
各项医保政策报销后的
合规医疗费用按照不低
于 70%的比例给予补助。
2.落实资助贫困人口
10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以上指标，每项 2.5 分，
不达标不得分。

4



落实产业
发展扶贫
（5）

产业扶贫落实情况。

1.制定对直接吸纳贫困
户务工、参股、带动增收
效果好的农业经营主体
的激励政策。2.引导社会
资金或农业经营主体参
与产业扶贫开发，拓宽贫
困户增收渠道。以上指
标，每项 2.5 分，不达标
不得分。

3

转移就业
扶贫
（5）

反映转移就业扶贫
情况。

1.实施公益性岗位安置，
对有意愿的贫困人口优
先安排就业。2.支持创业
致富带头人在相对贫困
村创办各类企业，带动当
地贫困人口就业，鼓励各
类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以上指标，每项 2.5 分，
不达标不得分。

4

可持续
影响
（5）

政策制度
保障
（2）

事项完成后，后续政
策、制度、管理保障
措施、机构人员安排
等影响事项持续发
展的因素，是否带来
可持续发展影响。

政策、制度安排可持续得
2分，无则 0分。

2

机构人员
保障
（2）

机构人员安排可持续得 2
分，无则 0分。

1.5

经费
保障
（1）

反映是否有后续经
费投入。

有后续经费保障的得 1
分，无则 0分。

1

满意度
（5）

满意率
（5）

群众对项目实施效
果的满意情况，满意
度＝满意人数/调查
人数×100%。

满意率≥80%，得 5分；
满意率＜80%，得分＝满
意率/80%×5 分。

5

总 分 80.5



附件 2

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评价工作组依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1），

评定“2016-2018 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攻坚）”的绩效得分为 80.5 分，绩效等级为“良”。从五个二

级指标的评价得分情况来看，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在财务管理、产出及效果等方面有待加强。

（一）投入。

该指标主要从目标设定、保障措施二个方面考察产业扶贫资金

绩效目标的完整性和可衡量性、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监

督检查制度建设、省财政资金到位率、对口帮扶市资金到位率、贫

困人口所在地市、县资金到位率、省直部门兜底资金到位率、各项

资金到位及时性等，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6 分，得分率为

80%。

1.目标设置。

本次评价的资金对应的使用范围包括八项扶贫工程中的产业

发展扶贫工程、劳动力就业扶贫工程。这两项工程主要是针对农村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对其进行产业、就业帮扶，使其能够

脱贫。产业发展扶贫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实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

工程。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连片规划，连片开发，建设一批现代

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搭建农产品交易平台，加

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实施劳动力结业扶贫的主要目标是

“提高贫困人口就业能力。深入开展相对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统

筹农民工职业培训、富裕劳动力专业就业培训、农民使用技术培训

和科技扶贫培训等各类培训工作，以就业为导向，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市县在进行任务分解时，

基本是照搬《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6〕13 号）中的内容，没有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

点，有针对性的进行目标设置。如河源市的实施产业扶贫的内容就

与省的文件基本一致，缺少细化、分解，不够合理，绩效目标的完

整性和可衡量性各扣 0.5 分。

2.保障措施。

（1）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一是制定了《广东省精

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明确贫困人口所在县（市、

区）、镇村要实行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公告

公示制度。要求公告公示内容应包括资金来源、资金规模、资金项

目及其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实施期限、预期目标、项目实施结果、

实施单位及责任人、举报投诉情况等。二是全省使用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的 98 个县（市、区）实行公示公告制，各县相应制定了“双



重”公示制度。三是村级作为公示公告制的基础和重要环节，要求

到村到户项目均要在所在行政村村务公开栏中公告公示，由村委会

进行摸底并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确定，经张榜公示后予以实施，做到

项目公开、公正、透明，接受群众监督，调动贫困户参与项目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市的制度出台时间较晚，

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汕尾、清远、潮州等 3 个市未及时出台新时

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实施方案。河源、梅州、汕尾、茂名、

肇庆、清远、潮州、阳江等 8 个市未出台“1+N”相关配套方案。

该指标扣 1 分。

（2）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先后制定了《广

东省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粤财农〔2016〕166

号）、《广东省新时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广东省地级

以上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广东省 2016 年

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粤扶组〔2017〕2 号）、

《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意见》

（粤纪发〔2016〕3 号）和《反映扶贫领域涉嫌违纪问题信访举报

督办工作方案》（粤纪办发〔2016〕19 号）等，制度建设健全、完

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广东省新时期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

法》《广东省地级以上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

等制定时间均为 2017 年 3 月，时间相对较晚。该指标扣 1 分。

3.省财政资金到位率。

省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较好，该指标拟不扣分。详见下表：



表 2-1 省财政资金下达情况表

文号 下达时间 金额（万元）

粤财农〔2016〕161 号 2016 年 6 月 29 日 360,000.00

粤财农〔2016〕312 号 2016 年 11 月 30 日 11,311.00

粤财农〔2017〕10 号 2017 年 1 月 4 日 370,300.00

粤财农〔2017〕402 号 2017 年 12 月 31 日 6,963.00

粤财农〔2018〕108 号 2018 年 5 月 31 日 298,350.40

资料来源：本数据由省扶贫办提供。

4.对口帮扶市资金到位率。

按照规定，对口帮扶市应提供的扶贫资金为人均 2 万元资金的

30%，其到位情况见下表：

表 2-2 对口帮扶市资金到位情况表

对口

帮扶

市名

称

相对

贫困

市名

称

拨款时间
拨款金额

（万元）

对口

帮扶

市名

称

相对

贫困

市名

称

拨款时间
拨款金额

（万元）

广州 梅州 2016/11/17 10,667.00 佛山 云浮 2018/3/27 15,196.80

广州 梅州 2016/12/20 7,904.00 佛山 湛江 2016/12/22 0.7

广州 梅州 2017/1/22 7,029.00 佛山 湛江 2017/3/25 67,053.60

广州 梅州 2017/3/9 10,667.00 佛山 湛江 2018/3/27 37,026.80

广州 梅州 2017/5/12 1,500.67 东莞 韶关 2016/12/13 14,093.20

广州 梅州 2017/6/5 15,323.13 东莞 韶关 2017/3/30 14,093.20

广州 梅州 2018/4/13 11,060.00 东莞 韶关 2018/6/27 12,004.60

广州 清远 2016/11/17 6,500.00 东莞 揭阳 2016/12/13 16,791.40

广州 清远 2016/12/20 4,800.00 东莞 揭阳 2017/3/30 16,791.40

广州 清远 2017/1/22 3,613.00 东莞 揭阳 2018/6/27 15,670.00

广州 清远 2017/3/9 7,187.00 珠海 茂名 2017/2/11 20,652.50

广州 清远 2017/5/12 1,000.00 珠海 茂名 2017/4/19 14,620.00

广州 清远 2017/6/5 12,210.80 珠海 茂名 2017/6/19 9,560.58



广州 清远 2018/4/13 7,357.00 珠海 茂名 2018/7/16 20,957.40

深圳 河源 2017/1 20,000.00 珠海 阳江 2017/2/11 6,114.50

深圳 河源 2017/1 23,451.60 珠海 阳江 2017/4/19 7,465.50

深圳 河源 2017/1 10,000.00 珠海 阳江 2017/6/19 3,775.60

深圳 汕尾 2017/1 20,000.00 珠海 阳江 2018/7/16 10,754.00

深圳 汕尾 2017/1 32,159.40 中山 肇庆 2016/10/28 27,881.28

深圳 汕尾 2017/1 10,000.00 中山 肇庆 2018/3/30 6,970.32

佛山 云浮 2016/12/22 0.3 中山 潮州 2016/10/28 16,766.88

佛山 云浮 2017/3/25 27,393.60 中山 潮州 2018/3/30 4,191.72

合 计 608,255.48

资料来源：本数据由省扶贫办提供。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6 年度、2017 年度资金已全部到位，2018

年度截至评价日，尚有部分对口帮扶市的资金没有到位。从总体上

看，资金到位情况较好，该指标拟不扣分。

5.贫困人口所在地市、县资金到位率。

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各市 2016、2017 年度自评材料，对其资

金投入情况进行统计，其结果如下表：

表 2-3 2016、2017 年度市、县资金到位情况表

行政区

名称

资金所属

年份

市级

资金金额

县级

资金金额

市县

出资比例

贫困人口

数量

（万人）

市县应

到位资

金金额

（万元）

肇庆 2016 年度 2640 2345.1314 1:1 5.8086 11617.2

肇庆 2017 年度 2640 2004.106 1:1 5.8086

湛江 2016 年度 8395 3452 1:1 18.5134 37026.8

湛江 2017 年度 7087 4586.3 1:1 18.5134

云浮 2016 年度 1980 1459.502 3.5:6.5 7.5984 15196.8

云浮 2017 年度 1773 3526.489 3.5:6.5 7.5984

阳江 2016 年度 1535.27 1056 1:1 5.377 10754

阳江 2017 年度 1254.32 1734.265 1:1 5.377



韶关 2016 年度 4756.2 市承担 7.0466 14093.2

韶关 2017 年度 5277.74 市承担 7.0466

汕尾 2016 年度 6850 10.3599 20719.8

汕尾 2017 年度 6875 10.3599

汕头 2016 年度 6878.14 3187.33 1:1 9.9489 64877.6

汕头 2017 年度 2639.14 4412.26 1:1 9.9489

清远 2016 年度 1176 2231.133 8.8277 17655.4

清远 2017 年度 4281 2980.0867 8.8277

梅州 2016 年度 6700 6828.25 1:1 13.272 26544

梅州 2017 年度 4556.97 7332.33 1:1 13.272

茂名 2016 年度 3000.12 2328.32 4:6 16.6734 33346.8

茂名 2017 年度 2128 3183.62 4:6 16.6734

揭阳 2016 年度 2960 1676.0666
县承担、市

奖补
8.3957 16791.4

揭阳 2017 年度 560 6296.2557
县承担、市

奖补
8.3957

惠州 2016 年度 4692 3532.4 3:1 2.1472 17177.6

惠州 2017 年度 5738.01 4294.4 3:1 2.1472

河源 2016 年度 8483 2877 8.9086 17817.2

河源 2017 年度 8390.6 6916 8.9086

潮州 2016 年度 1891.76 1397.2 1:1 3.4931 6986.2

潮州 2017 年度 1397.24 1397.32 1:1 3.4931

资料来源：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各市 2016、2017 年度自评材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市县资金存在未足

额到位情况，如茂名市 2016 年填报到位资金 5,328.44 万元（市县

两级），但缺少佐证材料（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 2016 年茂名市自

评材料）；揭阳市级资金采用奖补方式，资金投入相对滞后。又如

汕头市应投入资金为 64,877.6 万元，截至 2017 年底到位资金为

17,116.87 万元；茂名市三年应到位资金 33,346.8 万元，2016 年、

2017年实到位资金10,640.06万元，实到位与应到位资金差距较大。

该指标扣 0.5 分。

6.省直部门兜底资金到位率。



广东省教育厅 2016 年下达《关于预安排 2016 年普通高中建

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教

〔2016〕282 号)、《关于预安排 2016-2017 学年广东省建档立卡

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教〔2016〕336 号)，

2017 年下达《关于 2017 年广东省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和生活费补

助资金分配结果的通告》等文件，省直部门兜底资金到位情况良好，

该指标拟不扣分。

7.各项资金到位及时性。

根据省扶贫办的考核办法，2016 年市级资金到位时间应在当年

的 8 月份之前。2017 年资金应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执行。本项

目 2016 年、2017 年市级资金到位时间见下表：

表 2-4 2016、2017 年度市、县资金到位时间情况表

行政区名称 2016 年资金下达时间 2017 年资金下达时间

肇庆 2016/11/10 2016/12/22

湛江 2016/9/29 2017/6/2

云浮 2016/11/3 2017/2/20

阳江 2016/10/14 2017/5/13

韶关 2016/10/8 2017/1/22

汕尾 2016/12/28 2017/3/30

汕头 -- 2017/2/16

清远 2016/12/29 2017/4/21

梅州 2016/11/3 2017/3/10

茂名 -- 2017/9/7

揭阳 2016/10/28 --

惠州 -- 2017/1/16

河源 -- --

潮州 2016/12/19 2016/11/24

资料来源：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各市 2016、2017 年度自评材料。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县资金 2016 年到位及时性较差，多为

2016 年 10 月份以后，2017 年资金到位及时性较好，除湛江、阳江、

茂名外，其余市县资金到位情况基本符合广东省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结合表 2-2，对口帮扶市 2016 年资金到位情况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2017 年、2018 年较好。该指标扣 0.5 分。

（二）过程。

该指标主要从资金使用率、资金支付及时性、事项支出的合规

性、会计核算的规范性、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的执行、监督检

查制度的执行六个方面扶贫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情况，指标

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2 分，得分率为 73.3%。

8.资金使用率。

据省扶贫办提供的统计数据，省级资金使用率在 50%-60%之间

的有汕头市、河源市、茂名市、清远市，在 60%-70%之间的有韶关

市、惠州市、汕尾市、阳江市、湛江市、肇庆市、云浮市，在 70%

以上的有梅州市、潮州市、揭阳市。省级资金已支出总额为 668,643

万元，总体支出率为 63.1%。详见下表：

表 2-5 省级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
省级资金安排情况 省级资金

支出金额
支出进度

小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1059872 381635 379887 298350 668643 63.1%

一 汕头市 73548 24198 27183 22167 42487 57.8%



二 韶关市 60171 21211 22861 16099 37896 63.0%

三 河源市 80104 36531 20960 22613 46995 58.7%

四 梅州市 106910 50870 34488 21552 79113 74.0%

五 惠州市 21588 6640 7338 7610 13493 62.5%

六 汕尾市 99501 24189 42081 33231 64215 64.5%

七 阳江市 42107 12966 14902 14239 25476 60.5%

八 湛江市 165716 63432 54973 47311 103457 62.4%

九 茂名市 98893 43149 28828 26916 57204 57.8%

十 肇庆市 55318 17457 20060 17801 33924 61.3%

十一 清远市 78437 25871 30734 21832 45614 58.2%

十二 潮州市 28614 9171 13355 6088 21152 73.9%

十三 揭阳市 73831 25050 32742 16039 52339 70.9%

十四 云浮市 73634 19400 29382 24852 45280 61.5%

资料来源：省扶贫办提供。

现场评价中，评价小组核查东源县资金拨付台账，其资金总额

为 39,095.3795 万元，已支出 28,762.06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73.56%，与省扶贫办提供的有关数据基本一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资金使用率总体偏低，按省扶贫办提供的全省总体支出率 63.1%计

算，该项指标扣 3 分。

9.资金支付及时性。

根据省扶贫办、各地市的自评材料及相关检查材料，扶贫资金

支付的及时性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场评价中，了解到东源县资金支

付情况见下表：



表 2-6 东源县资金支付情况表

序号 年限 省文号 市文号
收到资金
时间

收到资金
额（万元）

支出时间
支出金额
（万元）

1 2016 年
粤财农
〔2016〕
161 号

河财农
〔2016〕
113 号

2016/7/26 6147 2017/10/11 6008.96

2 2016 年
河财农
〔2016〕
169 号

2016/9/22 1824 2016/12/12 1824

3 2016 年
粤财农
〔2016〕
233 号

河财农
〔2016〕
233 号

2016/12/28 193 2018/1/17 193

4 2017 年
粤财农
〔2017〕
10 号

河财农
〔2017〕
24 号

2017/3/30 8873 2018/1/17 8873

5 2017 年
河财农
〔2017〕
23 号

2017/3/30 5346 2018/1/17 5346

6 2017 年
河财农
〔2017〕
79 号

2017/7/21 110.6 2018/1/17 110.6

7 2017 年
河财农
〔2017〕
100 号

2017/7/21 5894.77 2017/12/20 4634.8

8 2017 年
河财农
〔2017〕
95 号

2017/6/1 1824 2018/1/17 1771.7

资料来源：根据省扶贫办提供的各市 2016、2017 年度自评材料。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东源县 2016 年 7 月收到粤财农〔2016〕

161 号文下达的 6,147 万元资金，到 2017 年 10 月才支出，资金支

出不够及时，该指标扣 1 分。

10.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事项支出的合规性总体情况较好，现场评价中核查的有关原始

财务凭证，未见虚列支出，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根据各市的审计和自查情况，部分市县还存在用现金



支付工程款，虚立工程套取工程款等情况。如惠州自查中发现 4 个

单位大额现金支付 36.22 万元，4 个村委以白条收据列支 10.66 万

元等。该指标扣 1 分。

11.会计核算的规范性。

会计核算的规范性总体较好，现场评价中核查的有关会计核算

科目能够按照资金下达的文件要求执行，做到专账管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云浮市的审计发现,郁南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资金未能按各专项资金专账核算，会计科目

设置不规范，会计账上未能反映出各专项资金的结余情况。不符合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发资金筹集使

用监管办法的通知》(粤财农〔2016〕166 号)第十四条“……财务

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规定，对扶贫开发资金进

行专账核算……保证资金管理规范、安全……”的规定。该指标扣

１分。

12.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的执行。

通过查阅各地市的自评材料及现场核查其公示材料，扶贫政

策、各级资金分配等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执行较好，但部分地

区的基层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存在一定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根据《广东省审计厅关于汕头等 14 个市 2016 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跟踪审计情况的报告》（粤审农〔2017〕55 号），韶关仁化、汕尾

市、阳江高新区没有在政府网站公告造册的贫困户名单；湛江开发

区、清远清新区没有严格执行贫困户申报民主评议程序，存在没有



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评议或评议结果未经参会人员签名确认等问题。

同时，在公示执行方面，河源市东源县、龙川县、紫金县共 129 个

项目未履行公告公示程序。从项目单位自评材料来看，主要是资产

投资收益类项目公示情况较差。按照各市提交的自评材料中关于公

示的报表，没有做到资金使用 100%公示。该指标扣 1 分。

13.监督检查制度的执行。

一是 2017 年 1 月省扶贫办会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

2016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扶办〔2017〕

1 号），要求各县（市、区）对 2016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自

查，省扶贫办会同省财政厅委托第三方在材料及现场考核的基础

上，对各市、县绩效评价情况进行打分。二是建立了日常监管和专

项检查相结合的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检查制度。要求贫困人

口所在市、县、镇要建立扶贫开发资金使用台账，于每个季度终了

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本地区扶贫开发资金使用情况汇总报送省扶贫

办、省财政厅。三是 2016 年省扶贫办组织省委农办、省教育厅、

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厅

和省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对有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任务的

14 个市和珠三角 6 个对口帮扶市开展了脱贫攻坚巡查工作，把扶贫

资金使用情况作为巡查重点，着力解决我省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突出

问题，进一步推动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工作的落实。四是审

计全程跟进，分别对 2016 年、2017 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了跟踪审

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检查和对应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够理想。



以贫困人口数量为例，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为 1,275,466

人；2016 年 10 月我省对贫困人口进行审计核查后清退不符合条件

的人员 90,721 人，即 2017 年省级财政根据审计后的贫困人口数

1,184,745 人；2018 年贫困人数又变更为 1,177,636 人，且在审计、

检查中，屡次发现错报、漏报贫困人员身份情况。该指标扣 1 分。

（三）产出及效果。

该指标主要从预脱贫人数、社会保障政策落实、贫困户子女教

育、落实危房改造、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落实产业发展扶贫、转

移就业扶贫等方面，考核脱贫成效。该指标分值为 50 分，评价得

42.5 分，得分率为 85%。

14.预脱贫人数。

至 2017 年底，全省有劳动能力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8,093 元，累计约 116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预脱贫，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4.54%降至 1.52%以下，其中 2016 年预脱贫

相对贫困人口 57.36 万，2017 年预脱贫相对贫困人口 60 万。该

指标符合预期进度安排，拟不扣分。

15.社会保障政策落实。

从全省整体情况来看，全省农村低保最低标准提至年人均

5,280 元，全省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实际纳入低保率达 99.75%以上，

107.7 万人纳入农村低保，21.2 万人纳入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救助。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符合低保的贫困人口未被

纳入低保，如2016年审计发现，梅州市有2,998人、汕尾市有14,717



人、阳江市有 955 人、茂名市有 2,792 人、揭阳市有 2,752 人，合

计 24,214 人未纳入政策性低保兜底。惠州市在 2017 年检查中发现

有 325户 426人被认定已脱贫的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未纳入政策性

兜底，150 户 362 人未按扶贫政策要求保留原有农村低保待遇 6 个

月。在对湛江市的检查中发现，截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全市共有

1,212 名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尚未纳入低保。从上述情况看，全省应

纳入低保而未纳入低保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该指标的完成情况

存在缺陷，扣 1 分。

16.贫困户子女教育。

该指标主要考核贫困户子女根据《广东省贯彻落实〈教育脱贫

攻坚“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粤教规〔2017〕23 号）应该享

受的学费减免及各项补助执行情况。根据相关材料，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户子女教育减免学杂费政策全面实施；小学、初中、高中和中

职（含技工）、高等专科生活费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学年

3,000 元、3,000 元、5,000 元（含国家助学金）、10,000 元（含

国家助学金），全年补助 26.66 万名学生，补助金额共 8.36 亿元。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部门与扶贫部门掌握的贫困学生人数差

异较大，且两部门没有进行联合核查，影响贫困户子女生活补助、

学费减免等政策的落实。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有汕头、惠州、汕尾、

阳江、湛江、肇庆、清远、潮州等 8 个市。如湛江市扶贫系统统计

的贫困生数为 60,453 人，教育部门核实上报省建档立卡受助学生

为 42,116 人，人社部门技工核实建档立卡受助学生（含外市）为



2,603 人，由于统计口径不相同，扶贫部门统计的贫困生数据比教

育和人社部门统计的数据多 15,734 人，占比达到 26%。二是存在

补助资金未足额到位和发放情况，湛江市已发放建档立卡学生生活

费补助 6,280.89 万元，补助资金到位率 50%；落实普通高中免学

费退费 1,087.5 万元，退费率 100%。廉江市仅拨付每名贫困户子

女生活费补助 500－800 元，遂溪县、徐闻县仅拨付给每名贫困户

子女在读学生生活费补助 1,400 元，吴川市拨付每名贫困户子女生

活费补助 2,100 元。雷州市、麻章区大部分在读贫困学生未领取生

活费补助。在市外省内就读的贫困学生大部分未领取生活费补助。

该指标扣 1 分。

17.落实危房改造。

该指标主要考核分散供养五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完

成情况。本次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将分散供养五保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危房改造补助标准提至每户 3.4 万元和 4 万元。2016-2017

年，全省完成20.04万户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任务。2018

年 40,407 户危房改造任务已经下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 2016

年审计中，发现梅州、清远等 3 个市由于贫困户自身过于贫困难以

筹集建房资金，导致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难以推进。二是截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湛江市 2016 年危房改造任务贫困户 11,193 户中，

3,153 户市、县级自筹资金未到位，雷州、廉江等部分市未完全足

额到位应承担的每户 5,000 元危房改造资金，徐闻县和安镇个别村

尚未发放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雷州市杨家镇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全



部未到位。三是汕头市审计发现，全市 2016 年预脱贫人员中有 144

户仍住在 C、D 级危房中。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 C、D 级危房，由于

区相关部门在录入省扶贫系统时，误将 C、D 级录为 A、B 级，造成

195 户危房户未能列入省危房改造计划。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危

房改造的保障工作上存在较多问题，该指标扣 1 分。

18.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

根据省扶贫办总结，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平均达到 76%，救助比例达到 80%以上。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没有达到 100%，如湛江市

除赤坎区外，其他县（市、区）相对贫困户人口尚未 100%购买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截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全市扶贫系统共有贫

困户 86,923 户，贫困人口 239,322 人，扶贫系统统计参加医疗

保险的贫困人口有 230,662 人，参保率为 96.38%，未参加医疗保

险的贫困人口有 8,660 人。又如 2016 年的审计报告反映，南雄市

有 8,607 人、潮州市有 1,585 人未参加基本城乡医疗保险。再如截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汕头市对 2016 年已自行缴费参加 2017 年城

乡居民医保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尚未给予全额资助，涉及的人数为

46,214 人，占贫困人口比例比较高。该指标扣 1 分。

19.落实产业发展扶贫。

全省 22,77 个贫困村建有农业特色产业 4,578 个，带动在家有

劳动能力相对贫困户 20.9 万户，人均产业增收 2,605 元。帮扶到

户产业项目 41.27 万个，涉及贫困户 22.9 万户 83.3 万人。 存在



的主要问题：一是“因户施策”未能完全做到。主要表现在抽查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档案材料发现其存在大量雷同，套话空话多，缺

乏实质性的帮扶内容。二是总体资金使用较慢，效益不够显著。如

汕头市全市共签订产业扶贫项目 50 个，合同金额为 11,892.49 万

元，已使用扶贫开发资金 11,584.92 万元，使用资金占扶贫开发资

金的 17.58%，全市分配到的收益仅 26.7 万元，收益率仅为 0.23%。

该指标扣 2 分。

20.转移就业扶贫。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转移就业及就近就业相对贫困人口 34.96

万人，人均就业增收 1.79 万元。全省累计安排贫困户作为护林员

共达 2,613 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贫困户的培训工作重视程度

不够，组织工作开展不力。从各地上报的材料看，扶贫资金投入有

组织的系统培训相对较少。目前转移就业基本是依靠驻村干部的资

源，可靠性、持续性不强。该指标扣 1 分。

21.政策制度保障。

本项工作政策制度保障较好，中央、省、市、县、村五级均有

相应的政策制度作为项目执行的保障。该指标拟不扣分。

22.机构人员保障。

扶贫产业资金的管理、组织、协调工作由省扶贫办承担，省扶

贫办主任由省农业厅一名副厅长兼任，行政编制 20 名，承担资金

监管和协调各地市开展产业扶贫工作的任务较重，机构人员保障存

在一定问题。该指标扣 0.5 分。



23.经费保障。

资金投入采用 6:3:1 的方式，其中省、对口帮扶市占了投入资

金的 9 成，经费保障程度较好，该指标拟不扣分。

24.群众满意度。

评价工作组通过实施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市、县（区）

受益人群发放调查问卷 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0 份。从有效调查问

卷情况看，受益群众对项目的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与比较满意为

58 份，满意度为 96.7%。该指标拟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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