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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融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云融专审字[2019]第 028 号 

 
        昆明市盘龙区环境保护局大气自动站 

运行维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昆明市盘龙区财政局: 

根据《昆明市盘龙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年度区级预算支出 

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盘财〔2019〕10 号)及《盘龙区区级部门预 

算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盘财〔2018〕71 号）等有关绩效评价 

的相关规定，我们对昆明市盘龙区环境保护局进行了大气自动站运行 

维护项目绩效评价，财务、程序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由昆明市盘龙区环境保护局负责，事务所的责任是对昆明市盘龙区

环境保护局大气自动站运行维护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结合 盘龙区环境

保护局扬尘污染防治及环境空气污染应急专项资金项目的实际情况，

对昆明市盘龙区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总账、明细账、会计凭证、项目合

同等相关资料实施了逐项查核、详细核查会计记录，通过现场勘察、

问卷调查、询问等程序，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全面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时准

确地掌握昆明各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加快建设国家级生态城区建

设步伐，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适时真实反映各城区环境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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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况，坚决打赢昆明蓝天保卫战，确保昆明市环境空气质量在全国

名列前茅，根据昆明市任命政府印发的《2018 年昆明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完成盘龙区 2018 年空气质量目标，加强对

扬尘防控重点区域的监测，排查确定辖区范围内的扬尘防控重点区

域。在盘龙区建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站点七个，建设数据传

输与网络化质控平台，保障空气自动监测质量控制和数据传输上报，

为政府及各部门做好环境空气质量防控管理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 

按照《2018 年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标任务》，结合盘龙

区实际情况，制定《盘龙区 2018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具

体目标包括如下两部分： 

一是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要求的基本指标

开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能力建设(包括监测设备、自动监测站房和辅

助设施)； 

二是完成数据传输与网络化质控平台能力建设。 

（二）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已经分别在鼓楼街道北京路 720 号楼顶，青云街道盘龙区人 

民医院医技楼楼顶，联盟街道盘龙区政府第二办公楼楼顶，东华街道

金色社区办事处旁，茨坝街道办事处楼顶，龙泉街道盘龙区政府楼顶，

双龙街道办事处楼顶完成七个站点的选址工作。 

2、2018 年 3 月至 4 月下旬按照总站气字[2012]154 号文、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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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字[2013]136 号文、云南省、昆明市政府相关文件及其他相关技术

文件的技术要求，完成了鼓楼街道、青云街道、联盟街道、东华街道、

茨坝街道、龙泉街道、双龙街道七个新建点位的站房建设及设备安装

调试工作。  

3、4 月下旬起正式对鼓楼街道、青云街道、联盟街道、东华街

道、茨坝街道、龙泉街道、双龙街道七个新建点位开机试运行。 

4、5月 11 日完成了鼓楼街道、青云街道、联盟街道、东华街道、

茨坝街道、龙泉街道、双龙街道七个新建点位设备综合性能检测工作。 

5、 5 月 16 日由盘龙区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项目建设初验（到

货、安装验收），项目建设完整，仪器运行稳定，满足初验条件，给

予初验通过。 

6、5月 1日至 9月 20 日进行试运行工作，试运行期间所有仪器

工作状态稳定，数据传输正常，满足验收条件。 

7、 9 月 26 日由盘龙区环境保护局组织专家组开展项目终验并

且出具验收意见。 

8、9月 27 日至 10 月 22 日，承建单位昆明米粒科技有限公司根

据终验出具的验收意见完成验收整改。 

9、目前本项目鼓楼街道、青云街道、联盟街道、东华街道、茨

坝街道、龙泉街道、双龙街道七个新建点位已进入正常运行阶段。 

二、项目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一）项目收入 

2018 年度项目收入共计人民币 8,481,10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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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 

2018 年度项目支出合计人民币 8,411,102.00 元。 

（3）项目结余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结余人民币 70,000.00 元。 

具体收入支出结余如下： 

收入支出结余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日 期 凭证字号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结 余 

2018-04-30 记-4 收：大气自动站及相关设备购置经费8481102.00    8,481,102.00               -      

2018-04-30 记-61 转支 6309 号大气自动站相关设备采购预付货款             -       2,079,348.00    

2018-06-30 记-27 付大气自动站及相关设备采购第二笔款             -       2,425,906.00    

2018-06-30 记-34 支付 3D 可视激光雷达采购 95%预付款               1,301,500.00    

2018-10-31 记-53 大气自动监测站及相关设备采购项目第三笔款       2,079,348.00    

2018-12-31 记-31 支付大气自动站运行维护费（上半年）525000.00             -          525,000.00    

合  计 8,481,102.00     8,411,102.00     70,000.00  

 

三、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支出绩效跟踪管理暂

行办法》、《盘龙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盘财〔2018〕

71 号）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结合具体情况，按照盘龙区财政

局的要求，进行此次绩效跟踪；同时也可在实践中检验绩效跟踪工作

文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推动绩效跟踪的制度建设。此外，本次绩

效跟踪还力争实现以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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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贯彻落实财政部 “《财政支出绩效跟踪管理暂行办法》”文

件精神，按照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要求，设计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跟

踪标准，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跟踪。  

2、通过绩效跟踪为合理分配资金、优化支出提供依据，也为逐步

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

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绩效跟踪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3、通过绩效跟踪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进行项目修正和进

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发挥财政资金效益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为将来后续项目提供借鉴。 

（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盘政办通〔2014〕

39 号)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昆明市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盘政办通

〔2016〕98 号)、《盘龙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暂行办法》（盘

财〔2018〕71 号）； 

2、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资料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4) “关于印发《云南省省控地表水、空气质量监测网点位优化

及认证工作方案》的通知”（云环监发[2001]6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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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6) 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和 2012 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精神； 

(7) 环发 [2012]11 号关于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的通知； 

(8)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文件：总站气字[2012]107 号关于印发

《PM2.5 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与要求(试行)》的通知及《PM2.5 自

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与要求（试行）（2013 年版）》； 

(9)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大气和废气部分）》； 

(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1)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国家环保总局 2007 第 4号）； 

(12)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193-2005)； 

(13)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文件：总站气字[2013]136 号“关于印发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城市站及区域站自动监测仪器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及参数（二期）的通知”； 

(14)《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2013）； 

(15)《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

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4-2013）； 

(1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

规范》（HJ 656-2013）； 

(17)《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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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部分代替 HJ_T 193-2005)》（HJ 193-2013）； 

(18)《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 93-2013）； 

(19)《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

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2013 部分代替 HJ_T 193-2005)； 

(20)《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2013）； 

(21)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文件：总站气字[2013]135 号 《关于印发

第二阶段一期联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2)昆明市人民政府文件：昆政发[2018]11 号 《关于印发 2018

年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 

(2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盘政办通[2018]11 号 

关于印发《盘龙区 2018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24)会议纪要：《关于研究部署 2018 年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工作的会议纪要》。 

四、审计评价 

经审计，盘龙区环境保护局按照目标责任书完成了工作任务和指

标，公众环保满意率 95%以上,除存在本报告第五项的问题外，资金

使用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符合规范、资金使用有效，未发生资

金挤占、挪用和损失的现象，整体资金运营良好。 

五、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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