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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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号 

 
     昆明市盘龙区环境保护局盘龙区第二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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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区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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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 

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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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主要工作任务是摸清盘龙区各类污

染源基本情况，了解污染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辖区内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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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盘龙区重点污染源档案、

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加强盘龙区污染源监管、改善

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实现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 

1、在昆明市污染源普查办指导下，完成昆明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试点工作。 

2、配合云南省做好昆明市境内伴生放射性矿初测、详查等工作。 

3、完成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及宣传、动员和培训工作。 

4、完成清查建库和普查试点工作。 

5、完成入户调查及数据审核与汇总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认真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1）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等机构设立，建立工作推进机制 

为保障污普工作顺利开展，成立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对相关工

作进行任务分解，提出进度要求，对普查经费予以落实保障。制定工

作职责，抽调相关人成立污染源普查机构。 

（2）污染源普查工作布置及推动 

已经完成国家、云南省、昆明市基本名录底册建立、普查小区划

分、制定计划、清查培训、清查建库工作，按照关于对昆明市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质量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的通知（昆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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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018】38 号）的相关要求，已经组织污染源普查工作小组进入

清查阶段质量控制阶段。 

（3）认真制定方案 

已于 2018 年 3月 28 日编制下发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昆明市盘龙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盘

政办通〔2018〕54 号）。 

2、普查小区划分 

已完成盘龙区辖区内 12 个街道办事处 103 个普查区、普查小区的

划分和编号工作，同时正在绘制区、乡镇、村三级普查区域及工业、

生活源锅炉、入河排口和集中式污染设施等几类污染源的分布示意

图，为下一步入户调查做好准备。 

3、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 

按照国务院下发《关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员和普查指导

员选聘及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污普[2017]10 号文件及云南省、

昆明市关于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的要求，采取从局属科室、站、

队抽调相关人员、从各个重点行业企业抽调环保专职人员、从各街道

抽调环保所技术骨干、从第三方选聘环保专业人员、从本地大专院校

选取优秀学生等多种方式，组建成完备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队伍，

落实普查指导员 18名、普查员 65名。全部人都参加了昆明市污普办

举办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培训后，经统一考试合格已全部取得由省

级普查机构颁发的普查员证和普查指导员证。  
4、开展清查建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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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云南省、昆明市基本名录比对 

盘龙区共开展工业企业、生活源锅炉、入河口排污口、集中式污

染源设施 4大部分污染源普查工作，根据《关于开展昆明市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数据会审的通知》（昆污普办[2018]14 号）的要求，

完成国家、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县区 6大部门数据比对工作，形成

B、C、D三大门类工业企业 3309 家、生产（生活）锅炉 72余台、入

河排口 5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8台的基础数据库，并通过昆明市

污普办的检查认可，形成审核记录。 

（2）清查建库开展 

在基础数据库和普查小区划分的基础上，按照《关于昆明市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要求的通知》（昆污普办[2018]18 号）

的要求，抽调各街道环保所技术骨干，实地开展各自普查小区各类源

清查建库工作，同时选聘第三方作为技术支撑参与到昆明市普查机

构，联合对清查工作进行质控。具体情况如下： 

工业企业：盘龙区共有 B、C、D工业企业数量为 3309 个，清查

过程新增工业企业 0家，共计 3309 家。共落实清查入户调查工业企

业数量 2132 家，收到工业企业调查清查表 1080 份。其中纳入普查范

围的工业企业数量为 266 个。 

农业污染源：盘龙区农业局正在组织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

清查自查工作。 

生活源锅炉：盘龙区共有生活锅炉(一蒸吨以上)数量为 7个。 



5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盘龙区共有集中式污染源设施数量为 8

个。其中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0个，污水集中处理处置设施 8

个。 

入河排污口：盘龙区共有入河口排污口数量为 5个。 

5、采取统一宣传动员方式，下发《关于召开盘龙区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动员培训会的通知》，邀请市污普办专家和涉及污染源普查相关

单位及人员共计 70人参加动员大会。 

6、根据《盘龙区单位清查底名录库》，下发《关于核实盘龙区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区划代码的报告》。完成普查区、普查小区的划

分和编号工作，同时绘制盘龙区、各乡镇、各村三级普查区域示意图，

并按地址代码分区分解反馈到各普查小区普查员，按单元有序推进污

普工作的开展。 

7、加强各部门及各街道的上下联动，并采取网络、电话，配备专

车专员进行实地摸测与企业沟通，负责对企业不明白的问题进行解

答、释疑，前后经过“网查实摸”的沟通对接基本完成清查工作，及

时解决有问题的清查单位，真正做到落实每一家企业的运行情况。 

8、采取“普查员-街道-区普查办”三级质控模式，落实责任。一

级质控为普查员填报所辖普查区内的所有产业活动单位清查纸质/电

子表，收集、登记的普查资料审核无误后，上报至所辖普查区街道；

二级质控为所辖普查区街道对该区域所有把普查员上交表格进行审

核无误，确认无漏报、错报、瞒报后上报至市污普办；三级质控为区

污普办联合第三方科研技术单位根据国家、云南省、昆明市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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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纳入的普查对象进行再审核和全过程把控跟踪、解疑，将数据

整理分析、归类后上报昆明市污普办待核查。 

9、制定了盘龙区污染源普查清查技术规定、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

管理规章制度，并印制、上墙，挂牌。 

10、按照昆明市污普办的要求按时每月将工作进展情况上报，共

计 15 余份。 

11、清查建库阶段，实行专人专管制度，收集、整理盘龙区 12个

街道 103 个村委会工业源、生活源、入河排污口、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 4部分普查基础资料，分类建立规范完整电子、纸质及备份档案，

上报昆明市污普办审核。 

12、抽调相关人员参加国家、云南省、昆明市组织的现场及视频

会议 10余次、市级“两员”培训 2次，街道现场对接 5次，盘龙区

街道普查员培训 4次。 

二、项目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 

（一）项目收入 

2018 年度项目收入合计人民币 1,129,025.00 元。 

（2）项目支出 

2018 年度项目支出合计人民币 669,865.00 元。 

（3）项目结余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结余人民币 459,160.00 元。 

具体收入支出结余如下： 

      收入支出结余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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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日 期 凭证字号 摘  要 收 入 支 出 结 余 

2018/7/31 记-49  按照区级财政要求调整第二次污染源调查经费收支口径       117,000.00           -      

2018/9/30 记-5  收：区财政局拨付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经费     1,012,025.00           -      

2018-12-31 记-93  转支 9225 号支付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宣传品印刷费             -        4,455.00    

2018-09-30 记-63 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朋友差调查培训策划组织费（第一笔）              -       38,000.00    

2018-11-30 记-26  污染源培训合同取消，退回预付款 38000.00元              -      -38,000.00    

2018-12-31 记-30  支付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动员培训会策划费 40100.00              -       40,100.00    

2018-07-31 记-27  支付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及两员选聘服务费              -      117,000.00    

2018-09-30 记-5  冲抵垫付污染源普查经费              -      123,000.00    

2018-09-30 记-65  支付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宣传材料设计制作费              -       37,185.00    

2018-12-31 记-29 污染源普查工作资料建档、质量评估与报告编制服务费              -      204,000.00    

2018-12-31 记-33  转支 9226 号污染普查信息系统建设与运维服务费              -      144,125.00    

合    计  1,129,025.00   669,865.00   459,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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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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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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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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资料。 

四、审计评价 

经审计，盘龙区环境保护局按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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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