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单位整体财政支出及项目 

支出资金重点绩效评价询价函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

（皖发〔2019〕11 号）、《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意见》

（寿发〔2019〕20 号）文件要求, 为加强县级财政资金绩效管

理，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提高财政资金效益，我局拟委托第三

方机构独立评价，现向我局入库的会计事务所公开询价。 

一、绩效评价范围：2021 年单位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重点

项目计划 48 项，共 390273 万元。 

二、绩效评价内容：支出完成情况、管理措施、完成投资额、

资金到位和项目产出及效果、存在问题及建议。 

三、绩效评价基准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四、相关要求： 

1.请各事务所收到通知后，将报价单送寿县财政局，财政局

将组织有关人员对2021年 3月 11日下午5点前收到的报价单进

行现场拆封，以不高于 15 万元且最低价确定入选会计师事务所。 

2.在确保绩效评价质量的基础上，于 2021 年 4月 20 日前，



将分项目及总括的绩效评价报告，一式五份报送寿县财政局绩效

评价中心，绩效评价的工作底稿及支撑材料一并移交。 

联系方式：寿县财政绩效评价中心（国投大厦四楼 417 室），

方庆轮，电话 0554-4021557。 

 

附件：寿县 2021 年单位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重点绩

效评价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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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绩效评价内容 所属股室 金额

1 寿春镇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乡财股 2085.99

2 众兴镇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乡财股 700.14

3 张李乡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乡财股 683.72

4 陶店乡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乡财股 470.59

5 经信局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企业股 1381.14

6 经信局 新城区临时农贸市场建设 企业股 420

7 住建局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经建股 706.03

8 发改委 县级储备小麦补贴（8500吨） 经建股 165.68

9 发改委 粮食仓储设备建设及维修 经建股 1338.6

10 住建局 清源水务污水处理费、污泥处置费 经建股 1300

11 城管局 寿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项目 经建股 450

12 城管局 环卫保洁项目 经建股 4000

13 房产中心 寿县路灯电费及维修材料 经建股 350

14 交通局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经建股 630

15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土地出让业务费 经建股 600

16 农业农村局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农业股 2795.32

17 砂石管理中心 砂石管理中心运转经费 农业股 260

18 扶贫办 扶贫办工作经费 农业股 200

19 迎河镇 现代农业示范区专项经费 农业股 200

20 人社局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社保股 1287.8

21 卫健委 人口健康基金救助 社保股 150

22 卫健委 爱国卫生运动专项经费 社保股 165

23 卫健委 村卫生室日常运行工作经费 社保股 87.84

24 医保局 离休干部医药费 社保股 467

25 残联 一户多残家庭补助 社保股 648.24

26 残联 残疾人免费参保补助 社保股 431.62

27 退役军人事务局 双拥等退役军人事务费 社保股 60

28 县纪委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公支股 890.2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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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绩效评价内容 所属股室 金额

29 县检察院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公支股 1093.03

30 信访局 信访维稳经费 公支股 130

31 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支股 1125.2

32 公安局 智慧监管经费 公支股 383

33 公安局 非税安排交管大队经费 公支股 1672

34 行政服务中心
行政中心及城投大厦和文化艺术中心
水电气等运转经费

公支股 1800

35 宣传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公支股 100

36 宣传部 创建全省文明县奖补资金 公支股 800

37 八公山风景区管委会 八公山风景区管理经费 公支股 60

38 教体局 学生营养餐计划食堂运转经费 公支股 600

39 县交通局
G237（S203）淮六路九龙至堰口段升
级改造工程（含东津渡大桥至滨湖大
道中央栅栏安装）

经建股 28152.1288

40 县文旅局 清真寺无相宝殿和南讲堂修缮项目 公支股 726.4

41 县住建局 寿县高铁站给水管道安装工程 经建股 276.2

42 县住建局 古城区拐角塘整治工程二期绿化项目 公支股 2123.67

43 县发改委 高铁站配套建设项目 经建股 800

44 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寿县靖淮路(G237八南路）改造 经建股 2937.19489
45 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寿县备用水源地 经建股 14500

46
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文旅局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公支股
经建股

32000

47 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经建股 16593.3339

48
城管局、县重点工程建设
管理中心

寿县PPP项目：寿县县域垃圾治理工程
项目、济祁高速三觉连接线、寿县体
育中心游泳馆、寿县高铁站综合停车
场、寿县海绵城市（龙吟湖湿地公
园）、瓦埠湖大桥。

经建股
综合股

261476

390273.098

 2021年单位整体财政支出及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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