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名称：云南省商务厅2019年度外经贸内贸发展省对下专项经费项目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3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 政策；
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据情况。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
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得0.6分；
②项目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0.6分；
③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0.6
分；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划分原则，得0.6分；
⑤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得0.6
分。
考核外经贸内贸发展省对下专项资金设立情况和现场抽查项目
立项情况。

3.00

2

评价要点：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项的规范情况。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
②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0.5分；
③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
估、集体决策，得0.5分。
考核外经贸内贸发展省对下专项资金设立情况和现场抽查项目
立项情况。

2.00

2

评价要点：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实施的相符情况。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①项目有绩效目标，得0.2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0.6分；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0.6分；
④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0.6分。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
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
化情况。

①已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
②指标已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
③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

项目立项
（5分）

立项程
序规范
性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扣分原因

决策
(15分)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1.40

③以工作任务代目标。编制的绩效目标对项目的实
施内容进行了描述，但缺少预期产出及效果，如“
举办花卉、蔬菜等产业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
目标，仅描述项目实施内容，缺乏对活动开展次数
、规模和对接效果等内容。扣0.3分。
④绩效目标不完整、与预算资金不匹配。如目标中
缺失企业培育和促消费、促进餐饮业发展等主要项
目内容，目标内容不完整，导致绩效目标与预算不
匹配。扣0.3分。

2.50

②个别绩效指标值不可衡量，如质量指标“步行街
改造提升工作”的指标值为“符合《高品位步行街
评价指标（试行》”，指标值不可衡量。扣0.25分
。
③绩效指标不完整，与项目计划数不对应，如缺少
企业培育和促消费、促进餐饮业发展方面的绩效指
标。扣0.25分。

绩效目标
（5分）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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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预算编
制科学
性

3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
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
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
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0.5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0.5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1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1分。

2.50

②存在部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实际实施内容不匹配的
情况，如预算申报的电子商务进农村、支持外经贸
协调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未开展，实际执行中外经贸
内贸资金全部统筹用于内贸发展项目和猪肉储备项
目。扣0.5分。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
应；
③资金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得0.5
分；
③资金分配方式合理，得0.5分。

1.75

本次实地抽查的5个州（市），大理州分配至大理
市的促进餐饮业发展资金分配额度不合理，与项目
单位实际不相适应；曲靖市第一次分配资金不合
理，大部分资金无对应项目实施，导致资金结存进
行二次分配。

决策 资金投入
(15分) （5分）

资金分
配合理
性

过程 组织实施
(20分) （10分）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1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
评价要点: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或实施方案，
得0.5分;
②制定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实施方案合法、合规，得0.25
分，能够满足项目管理需要，得0.25分。

0.85

①外经贸内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提到建立项目储
备库的要求，由于外经贸内贸资金自2016年设立以
来，每年实施的项目支持重点不一致，持续性不
足，项目储备库的建立未发挥相应作用，已无法满
足目前项目实施的需求；2019年实施的项目，省商
务厅针对部分项目类型编制了实施方案，但部分项
目类型无相应的文件或实施方案指导。
②现场抽查地区，部分项目无实施方案，项目指导
性不足。如曲靖市无资金分配方案仅有资金下达文
件，抽查的罗平县乡镇集贸市场建设无具体实施方
案。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1

评价要点:
项目管理（猪肉储备除外）是否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③对制定或具有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得0.25分;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得0.25分;
③对制定或具有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得0.5分
。

0.92

个别抽查地区部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如昆明
市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资金的调整无审批手续。

2

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是否按照《云
南省外经贸内贸发展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外〔
2016〕78号）要求，开展绩效评
价和监督检查工作。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日常监督
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1.48

①省商务厅未对因素法分配资金实施的企业培育和
促消费、推进连锁经营发展、促进餐饮业发展项目
开展监督检查；实地评价的5个州（市）中，楚雄
州未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实地评价的18个县（市、
区）中，7个县（市、区）未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
作。
②曲靖市未开展绩效自评，实地评价的18个县（市
、区）中，10个县（市、区）未开展绩效自评。

监督检
查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是否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
作，并形成相关痕迹资料;
②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是否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并形成相关绩效
自评报告。
以上考核不包括猪肉准备项目。

①项目实施主管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并
形成相关痕迹资料，得1分;
②项目实施主管部门是否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并形成相关痕迹
资料，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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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项目储
备库建
立情况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2

州市商务和财政部门是否根据《
云南省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基层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云
财预〔2015〕428号）文要求的
规定和外经贸内贸资金政策导向
、绩效目标和支持重点，结合当
地实际，建立外经贸内贸资金项
目储备库，完善管理制度，建立
项目储备、申报、审核、审批程
序。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储备库
设立情况。

评价要点:
①州市商务和财政部门是否根据云财预〔2015〕428号文要求
建立项目储备库；
②在纳入储备库前，各地是否将项目和任务有关.信息向社会
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纳入项目储备库；
③在安排外经贸内贸资金项目时，是否优先在项目储备库中择
优选择项目；
④年度安排的项目成熟度是否较高，是否存在资金下达后项目
无法启动实施或截至2020年9月30日项目仍处于前期准备阶段
的情况。

4

开展省级猪肉储备管理工作，考
核是否按照规定程序对承储企业
资格进行进行审定，监管单位及
承储单位是否履行各自职能职
责，储备肉的动用是否合规以及
是否按文件及合同约定开展监督
检查。用以反映和考核省级猪肉
储备管理的有效性。

评价要点：
①储备肉承储企业资格审定程序是否按照监管单位对申报企业
进行初审，省级商务、财政、农业部门共同组织专家进行资格
复审，省级商务、财政部门共同对承储单位进行公示三个阶段
开展；
②储备肉承储企业资格条件是否符合《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财
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猪肉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商市
〔2015〕46号）的规定；
③监管单位是否建立储备肉监测系统，对承储单位的基本情况
、储备肉动态管理信息和活畜及其产品、饲养原料市场信息进
行管理监测，有关情况每月报省级商务部门，如遇突发情况随
时按要求报送，每个日历年度报送储备肉计划执行情况和监管
情况总结；
④承储单位是否建立储备肉计算机台账，按有关规定及时向监
管单位报送有关信息;同时建立储备肉月份统计报表制度，在
每月10日前编制《云南省级猪肉储备现场查验汇总表》和《云
南省储备肉进销存月份统计报表》并及时报送省级商务、财政
部门；
⑤储备肉是否实行专仓 (专垛)或专栏储仔、专人管理、挂牌
明示，确保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
⑥监督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省级商务部门是否对承储单位进行不定期抽查；承储期内，州
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对承储企业进行不定期抽查，发现
承储单位落实储备任务存在问题的，州市、县（区）商务主管
部门及时督促整改并上报省商务厅相关情况；云南省省级猪肉
储备监管单位是否按照《云南省省级猪肉储备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实施项目日常监督管理。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 际 到 位 资 金 与 预算 资金 的比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 ①资金到位率≥100%时，得3分；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 目的资金。
②资金到位率<100%时，得分=资金到位率*3分，资金到位率低
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 于60%时，不得分。
目的资金。

组织实施
（10分）
过程
(20分)
省级猪
肉储备
管理

资金管理 资金到
（10分） 位率

得分

扣分原因

①州市商务和财政部门是否根据云财预〔2015〕428号文要求建
立项目储备库，得0.5分;
②在纳入储备库前，各地是否将项目和任务有关信息向社会公
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纳入项目储备库，得0.5分;
③在安排外经贸内贸资金项目时，是否优先在项目储备库中择
优选择项目，得0.5分；
④年度安排的项目成熟度较高，不存在资金下达后项目无法启
动实施或截至2020年9月30日项目仍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的情况，
得0.5分，否则不得分。

0.44

①-③实地评价的5个州（市）中，4个州（市）未
建立项目储备库，仅文山州建立了项目储备库，但
实际未按要求执行，项目在纳入储备库前未向社会
公示，在项目选择时，也未在项目储备库中择优选
择项目安排资金。
④部分抽查地区年度安排项目成熟度不高。实地评
价中，曲靖市安排本级的资金无对应项目实施，罗
平县安排的乡镇集贸市场建设项目由于前期调研不
足，导致项目无法开展；文山州丘北县乡镇集贸市
场建设项目由于项目成熟度不高，目前仍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

①储备肉承储企业资格审定程序按照三个阶段开展，得0.5分，
否则不得分；
②储备肉承储企业资格条件符合云商市〔2015〕46号文的规
定，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③监管单位建立储备肉监测体系，每月将承储单位相关信息及
时报省级商务部门，每个日历年度报送储备肉计划执行情况和
监管情况总结，得0.5分，每发现1例未执行扣0.1分，扣完为
止；
④承储单位建立储备肉台账，按有关规定及时向监管单位报送
有关信息;在每月10日前编制《云南省级猪肉储备现场查验汇总
表》和《云南省储备肉进销存月份统计报表》及时报送省级商
务、财政部门，得0.5分，每发现1项未完成扣0.1分，扣完为
止；
⑤储备肉实行专仓 (专垛)或专栏储仔、专人管理、挂牌明
示，确保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得0.5分，每发现1项不符合扣
0.1分，扣完为止；
⑥A：省级商务部门对承储单位进行不定期抽查，得0.5分；B:
承储期内，州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对承储企业进行不定
期抽查，发现承储单位落实储备任务存在问题的，州市、县
（区）商务主管部门及时督促整改并上报省商务厅相关情况，
得0.5分；C:云南省省级猪肉储备监管单位是否按照《云南省
省级猪肉储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施项目日常监督管理，
得0.5分。

3.90

③截至2020年10月31日，监管单位尚未报送2019年
储期省级猪肉储备监管检查情况报告。
⑥实地评价中，五华区商务主管部门未对承储企业
进行不定期抽查。

2.89

根据全省汇总数据，2019年省级下达资金11719万
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实际到位资金10349.88万
元，资金到位率为88.32%；实地评价地区2019年共
收到省级资金5640.53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
实际到位资金4405.41万元，资金到位率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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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①部分抽查地区资金下达进度与项目实施进度不匹
配，如文山市已确定奖补企业名单，但由于文山市
财政局资金未下达，导致奖补工作未完成;
②部分抽查地区因资金下达较晚，导致项目实施进
度缓慢，如文山市乡镇集贸市场建设项目；
③实地评价中，昆明市、文山州、楚雄市资金下达
率分别为40.66%、74.75%、31.45%，低于90%。

1

①2019年资金下达进度与年度计划实施项目进度相匹配，得
0.25分；80%（含）-100%的资金下达进度与年度计划实施项目
评价要点：
进度相匹配，得该项标准分的70%；60%（含）-80%的资金下达
项目资金是否及时下达至项目实 ①2019年资金下达进度是否与年度计划实施项目进度相匹配， 进度与年度计划实施项目进度相匹配，得该项标准分的50%；
施单位，以支持项目的实施。用 是否存在因资金下达较晚，导致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的情况；
60%以下的资金下达进度与年度计划实施项目进度相匹配，该项
以反映和考核资资金与项目实施 ②州市2019年资金下达率是否达90%以上。
不得分；
的相关性。
资金下达率=（2019年下达至县（市、区）或项目实施单位资 ②不存在因资金下达较晚，导致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的情况，得
金/2019年省级下达至州（市）资金）*100%
0.25分；每存在1个项目类型由于资金下达较晚，导致项目实施
进度缓慢，扣0.5分，扣完为止；
③州市2019年资金下达率达90%以上，得0.5分；否则不得分。

3

项 目 预 算 资 金 是 否按 照计 划执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①预算执行率≥100%时，得3分；
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 ②预算执行率<100%时，得分=预算执行率*3分，预算执行率低
行情况。
的资金。
于60%时，不得分。

1.62

根据实地评价和各州（市）报送资料统计，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全省实际到位资金10349.88万
元，实际使用资金6441.9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2.24%;截至2020年9月30日，抽样地区实际到位资
金4405.41万元，使用资金2405.14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54.60%。

3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
理办法的规定；
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①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1分；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
③资金使用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用途，得1分；
若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该项指标得0
分。

2.25

实地评价中，大理州本级、大理市、剑川县、曲靖
市、文山市存在资金超范围使用的情况，涉及金额
13.96万元。

评价要点：
是否按照资金分配使用方案完成
①是否完成对限上企业的奖励；
限上企业、餐饮企业、零售连锁
②是否完成餐饮企业发展奖励，全省完成30户以上；
企业奖励，用以反映和考核企业
③是否完成零售连锁企业奖励，全省完成45户以上。
培育情况。
完成率=实际完成数量/计划完成数量*100%

①完成对限上企业奖励名单的确认，得0.5分，否则不得分；完
成企业的奖励工作，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完成餐饮企业发展奖励名单的确认，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完成餐饮企业的奖励工作，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③完成零售连锁企业奖励名单的确认，得0.5分，否则不得分；
完成餐饮企业的奖励工作，得0.5分，否则不得分。
以上各项实施内容完成率为100%时，得满分；完成率在80%
（含）-100%时，得分=标准分*70%；完成率在60%（含）-80%
时，得分=标准分*50%；完成率小于60%时不得分。

2.30

①实地评价中，曲靖市未制定具体的奖励方案，并
明确奖励名单；实地评价地区明确奖励限上企业
138户，实际奖励88户，完成率为63.77%。
②抽样县（市、区）明确奖励餐饮企业5户，实际
完成3户，完成率60%。
③抽样县（市、区）明确奖励零售连锁企业8户，
实际奖励5户，完成率62.50%。
主要因为曲靖市尚未明确奖补方案及名单，文山市
、丘北县由于县（市）财政未下达资金，导致奖补
工作未完成。

1.09

②实地评价中，5个地区计划开展乡（镇）集贸市
场建设，实际仅1个地区开展，开展率仅为20%。
③全省计划实施7个商务扶贫项目，根据全省汇总
数据，实际仅有镇雄县和镇康县完成，完成率
28.57%。

过程 资金管理
(20分) （10分）
预算执
行率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重点企
业培育
完成率

3

产出 产出数量
(35分) (12分)

提升改
造项目
完成率

2

是否按计划完成步行街提升改造
、乡镇集贸市场及中药材交易市
场以及商务扶贫项目的建设工作
。用以反映和考核提升改造项目
实施进度。

评价要点：
①是否完成5条试点步行街的提升改造，分别为昆明南屏步行
街、昆明公园1903步行街、大理古城复兴路步行街、丽江祥和
商业广场步行街和曲靖外滩文化旅游步行街；是否有1条步行
街列入商务部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街区；
②是否完成乡(镇)集贸市场及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设工作；
③是否完成7个商务扶贫项目建设，涉及县（市、区）为盐津
县、广南县、永平县、兰坪县、镇康县、云县、镇雄县。
完成率=实际完成项目数/计划完成项目数*100%

①完成5条试点步行街的提升改造，得0.25分；有1条步行街列
入商务部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街区，得0.25分，否则不
得分；
②完成乡镇集贸市场及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得0.5分；
③完成7个商务扶贫项目建设，得1分。
以上各项实施内容完成率为100%时，得满分；完成率在80%
（含）-100%时，得分=标准分*70%；完成率在60%（含）-80%
时，得分=标准分*50%；完成率小于60%时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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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按计划完成小吃节、绿色食
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开展，用于反
映和考核相关促消费活动开展情
况。

2

评价要点：
①是否完成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并纳入省级追溯平台，全省
完成不低于40家企业；
是否按计划完成追溯体系建设和
追溯体系建设完成率=实际支持建设追溯平台的企业数量/计划
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建设工作，
支持企业数量*100%；纳入率=纳入省级追溯平台数量/实际支
用以反映和考核平台体系建设完
持建设追溯平台的企业数量*100%；
成情况。
②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是否完成家政服务标准化试点建
设，其中：昆明市搭建家政服务诚信网络平台1个，昆明市昭
通市、曲靖市各建设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1个。

指标说明

评价要点：
①文山州、保山市小吃节展位数量是否分别达到100个，成交
额是否分别达到500万元；
②各州（市）是否完成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①文山州、保山市小吃节展位数量分别达到100个，得0.5分，
否则不得分；成交额分别达到500万元，得0.5分，否则不得
分；
②完成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得1分，完成率为100%时，得满
分；完成率在80%（含）-100%时，得分=标准分*70%；完成率在
60%（含）-80%时，得分=标准分*50%；完成率小于60%时不得分
。

1.57

②现场抽查地区，昆明市、曲靖市、大理市尚未开
展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资金尚未使用。

①完成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追溯体系建设完成率为100%，得
0.5分；建成的中药材追溯体系均纳入省级追溯平台，纳入率为
100%，得0.5分；
以上各项实施内容完成率为100%时，得满分；完成率在80%
（含）-100%时，得分=标准分*70%；完成率在60%（含）-80%
时，得分=标准分*50%；完成率小于60%时不得分。
②昆明市完成家政服务诚信网络平台搭建，得0.5分，否则不得
分；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完成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
设，得0.5分，否则不得分。

1.50

①曲靖市计划支持追溯体系建设企业主体培育的任
务数为20家以上，根据实地评价，曲靖市尚未完成
。

2.24

根据全省汇总数据，猪肉储备任务未按计划完成。
其中，活体猪头数及育肥猪头数同时达到储备任务
要求的有6个月，占储期12个月的50%；冻肉和火腿
达到承储任务要求的有8个月，占储期12个月的
66.67%。

产出 产出数量
(35分) (12分)

猪肉储
备

3

评价要点：
①承储任务完成情况
是否完成全省13.50万头活体猪储备工作；是否完成全省300吨
冻肉储备工作；是否完成全省3000吨火腿储备工作。
②轮库及出栏计划制定情况
在储期内，为了防止冻猪肉、火腿陈次变质和确保活体及时出
栏，承储单位是否根据自身生产需要拟订轮库及出栏计划，报
监管单位批准同意、并报州（市）商务部门备案后自行完成省
级储备肉轮换；轮库及出栏计划是否包括轮库及出栏时间、储
开展猪肉储备工作，由符合承储 备数量下降水平和补齐时限等内容；承储单位轮库及出栏期间
资格的中标承储企业进行承储， 未及时报批轮库及出栏计划的，视为储备数量不足（冻肉合
用于反映和考核猪肉储备任务完 同）。
成情况及承储管理情况。
③猪肉承储要求
活体猪承储企业是否每年接受一次活猪强制免疫抗体监测和公
共卫生安全抗生素、重金属、残留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活
体猪合同）；生猪活体承储单位是否具有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在
500头以上，后备母猪存栏不低于60头,且必须自繁自养;常年
存栏量是否不低于4500头，其中60公斤以上的育肥猪不得低于
常年存栏量的40%。冻肉承储单位冷库存储能力是否在3000吨
以上，承储时间为是否在2年内。火腿承储单位火腿存储能力
是否在300吨以上。

①各承储企业按计划完成活体猪储备任务，全省完成13.50万头
活体猪储备工作，得0.5分，否则不得分；各承储企业按计划完
成冻肉储备工作，全省完成300吨冻肉储备工作，得0.25分，否
则不得分；各承储企业按计划完成火腿储备工作，全省完成
3000吨火腿储备工作，得0.25分，否则不得分。
②承储单位根据自身生产需要拟订轮库及出栏计划，报监管单
位批准同意、并报州（市）商务部门备案后自行完成省级储备
肉轮换，得0.25分，否则不得分；轮库及出栏计划包括轮库及
出栏时间、储备数量下降水平和补齐时限等内容，得0.25分，
否则不得分。
③A：活体猪承储企业每年接受一次活猪强制免疫抗体监测和
公共卫生安全抗生素、重金属、残留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活体猪合同），得0.25分，否则不得分；生猪活体承储单位
具有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在500头以上，后备母猪存栏不低于60
头,且必须自繁自养，得0.25分，否则不得分;常年存栏量不低
于4500头，其中60公斤以上的育肥猪不得低于常年存栏量的
40%，得0.25分，否则不得分。
B:冻肉承储单位冷库存储能力在3000吨以上，承储时间在2年
内,得0.5分，否则不得分。
C:火腿承储单位火腿存储能力在300吨以上,得0.25分，否则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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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要点：
①是否及时对完成项目进行验收：
完成项目的质量达标数与完成项 ②达到验收条件的项目是否一次性通过验收；
目数量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以上主要针对步行街提升改造项目和乡(镇）集贸市场建设、
产出项目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中药材交易市场、家政服务平台及基地建设项目、商务扶贫项
目。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项目数/项目完成总数）×100%。

①及时对完成项目进行验收，得1.5分：
②达到验收条件的项目一次性通过验收，得1.5分。
以上主要针对步行街提升改造项目和乡（镇）集贸市场建设、
中药材交易市场、家政服务平台及基地建设项目、商务扶贫项
目。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项目数/项目完成总数）×100%。

2.34

①抽样地区中，昆明市未对南屏步行街、1903步行
街进行验收，大理州未对大理古城复兴路步行街进
行验收。

4

企业培育和促消费资金的分配占
比是否科学合理，突出重点，奖
励的企业是否按规定开展相关工
作。用以反映和考核企业培育和
促消费项目实施的质量情况。

评价要点：
根据《云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19年外经贸内贸省对下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商发〔2019〕19号），
企业培育和促消费主要支持方向为：A：培育市场新主体，择
优奖励现有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
服务业企业;B:支持昆明市汽车等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开展专项
促消费活动;C:支持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D:支持消费市场保供
和监测统计工作。
①是否择优奖励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
②支持企业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企业销售额（营业额）是否
较往常增加2倍以上；
③支持的负责统计和监测的样本企业，是否积极填报监测数据
。

①择优奖励当地的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得2分，否则不
得分；
②支持企业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企业销售额（营业额）较日
常（同期）增加,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③择优支持的统计和监测企业，企业及时填报监测数据,得1
分，否则不得分。

4.00

餐饮企
业新业
态新模
式推广

3

补助的餐饮企业是否推广新业态新模式。餐饮企业新业态新模
式主要指：“明厨亮灶”，属于“小餐饮示范点”、“民族特
餐饮企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否100%
补助的餐饮企业至少运用2项新业态新模式，若所有补助企业均
色餐饮示范点”，进行“品牌连锁发展”、建立“连锁餐厅”
得到推广。用以反映和考核餐饮
达到2项或2项以上，得3分；每发现1家补助企业新业态新模指
、建设“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属于“深夜食堂
企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广情况。
标小于2项，扣0.2分，扣完为止。
特色餐饮街区范围”、夜间延时经营、具有外卖送餐服务、提
升餐厅卫生间、升级改造油烟净化装置等；

3.00

连锁经
营发展
企业转
型升级
情况

2

补助的新零售企业是否100%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措施主要包
培育的新零售企业是否100%转型 括：24小时营业、具有配送服务、发展为无人店铺、连锁超市 培育的新零售企业至少具有1项转型升级措施，若所有补助企业
升级。用以反映和考核培育企业 和专业专卖店新建直营门店、连锁超市实现农超对接、支持电 均达到1项或1项以上，得2分；每发现1家补助企业转型升级指
提升情况。
子价签、具有智能货架、具有自助收营等，具有其中1项即可 标小于2项，扣0.2分，扣完为止。
。

2.00

建设项
目质量
达标率

培育企
业消费
提升

产出 产出质量
(35分) (18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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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绿色食
品产销
对接活
动达标
情况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4

各州（市）开展的绿色食品产销
对接活动的参会企业是否达到预
期对接标准，用以反映和考核绿
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达标情况。

评价要点：
单次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是否达到以下标准：
①本地区参会企业数量占比是否达到50%以上；
本地区参会企业数量占比=（本地区参会企业数量/所有参会企
业数量）*100%
②本地区参会企业现场是否具有成交额；
③所有本地区参会企业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占比是否达80%
以上；所有意向性洽谈合同金额是否达400万元以上；
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占比=（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企业数
量/本地区参会企业数量）*100%
④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企业，最终签约的占比是否达90%以
上；最终签约的金额是否达360万元以上；
最终签约占比=（最终签约的企业数量/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企
业的数量）*100%
⑤实现最终签约的企业中，本地区以外的企业占比是否达90%
以上；
本地区以外的企业占比=（最终签约的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数量/
最终签约的企业数量）*100%
⑥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统计通过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开
展，销售量增加的企业占比是否达90%以上；
销售量增加的企业占比=（认为销售量增加的企业数量/调研企
业数量）*100%
⑦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中，是否同时具有经销商和采购商。
本地区：对于在州（市）开展的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本地
区指活动举办地所在的州（市）；对于在省外开展的绿色食品
产销对接活动，本地区指云南省境内。

①本地区参会企业数量占比大于等于50%，得0.5分；占比在30%
（含）-50%间，得该项标准分的70%；占比在10%（含）-30%
间，得该项标准分的40%；占比小于10%，该项不得分；
②本地区参会企业现场具有成交额，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③所有本地区参会企业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占比达80%（含）
以上，得0.5分；占比小于80%，得分=占比*标准分；
④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企业，最终签约的占比达90%以上，得
0.5分；最终签约占比小于90%，得分=占比*标准分；
⑤所有意向性洽谈合同金额达400万元以上，得0.5分；意向性
洽谈合同金额在300（含）-400万元间，得该项标准分的70%；
意向性洽谈合同金额在100（含）-300万元间，得该项标准分的
40%；意向性洽谈合同金额在100万元以下，该项不得分；
⑥实现最终签约的企业中，本地区以外的企业占比达90%以上，
得0.5分；占比在70%（含）-90%间，得该项标准分的70%；占比
在50%（含）-70%间，得该项标准分的40%；占比小于40%，该项
不得分；
⑦通过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开展，销售量增加的企业占比
达90%以上，得0.5分；占比在70%（含）-90%间，得该项标准分
的70%；占比在50%（含）-70%间，得该项标准分的40%；占比小
于50%，该项不得分；
⑧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中，同时具有经销商和采购商，得0.5
分，否则不得分。

3.10

2

①昆明市家政服务诚信网络平台(1分)
A：2019年鼓励引导我省不少于20家获得市级以上诚信企业资
质或相应荣誉的诚信企业纳入诚信平台管理，得0.5分，否则不
得分；B:在家政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系统查询方面，2019年度完
评价要点：
引导家政服务企业实施从业人员
成1万人信息登记注册，得0.25分，否则不得分；C：对家政服
①2019年是否鼓励引导我省不少于20家获得市级以上诚信企业
档案资料联网动态管理，实现上
务诚信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平台点击率逐年提升，得0.25分，
资质或相应荣誉的诚信企业纳入诚信平台管理；在家政从业人
门服务全过程追溯，建立家政企
否则不得分。
员个人信息系统查询方面，2019年度是否完成1万人信息登记
业、从业人员、雇主三方互评互
②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1分）
注册；是否对家政服务诚信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查机制。用以反映和考核家政服
A：组织当地有意向从事家政服务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建档立卡
②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是否达
务诚信平台及基地建设达标情况
贫困人口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得0.2分；B:家政培训基地建立
到《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建设家政劳务输出基地的通知》
。
与中心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类型企业的精准对接，得0.2分；
（商办服贸函〔2019〕83号）的要求。
C:家政培训基地把基地信息纳入商务部“百城万村”家政扶贫
供需对接平台，得0.2分；D:培训基地建立起家政服务员信用
档案，共享到昆明家政诚信平台，得0.2分；E:引入中心城市
大型家政服务企业参与培训，得0.2分。

1.55

产出 产出质量
(35分) (18分)

家政服
务平台
及基地
建设达
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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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扣分原因

③文山州所有本地区参会企业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
的占比为36%，未达到80%；
④文山州签订意向性洽谈合同的企业，最终签约的
占比为66.67%，未达到90%；
⑦通过调研了解，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开展，
销售量增加的企业占比达未90%；
⑧禄丰县开展的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无采购商。

①昆明市家政服务诚信网络平台未进行宣传推广；
②昆明市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培训的建档立卡
户仅1户；曲靖市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未引入
中心城市大型家政服务企业参与培训。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项目完
产出 产出时效
成及时
(35分) （5分）
性

保障市
场供应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5

2019年实施的猪肉储备项目、内
贸发展项目、政策性预留资金实
施的贫困县商务扶贫项目是否按
计划时间完成，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完成的时效性。

评价要点：
①猪肉储备项目是否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猪肉储备工作；
②企业培育、步行街提升改造、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等内贸
发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截至2020年9月
30日是否完成；
③政策性预留资金实施的贫困县商务扶贫项目截至2020年9月
30日是否完成。

3

是否根据需要动用储备肉，在重
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动
物疫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引发市
场异常波动时，分发挥储备的蓄
水池作用，完善储备调节功能，
起到保障市场供应；应对突发地
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市场猪肉供应
不足等紧急情况下调动猪肉储备
的响应时间。用于反映和考核储
备猪肉的保障市场供应情况作用
。

评价要点：
①是否根据需要，及时动用储备肉，储备肉的动用符合《云南
省商务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猪肉储备管理办法
的通知》（云商市〔2015〕46号）的规定；突发地震等自然灾
害导致市场猪肉供应不足等紧急情况下调动猪肉储备的响应时
间，是否于36小时内及时响应；
②市场是否出现抢购猪肉等供应短缺的现象；
③是否出现投放市场的储备肉滞销的情况；
④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的方式综合分析，火腿储备的必要
性是否大于等于90%。

3

奖励的限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
企业，培育的新零售企业，支持
的餐饮企业；参加小吃节活动、
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企业存
活率是否较高。用以反映和考核
受益企业的存活情况。

评价要点：
①奖励的限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培育的新零售企业、
支持的餐饮企业存活率是否达95%以上；
②通过电话访问或现场访问的形式，统计参加小吃节的餐饮企
业存活率，存活率是否达95%以上；
③通过电话访问或现场访问的形式，统计参加绿色食品产销对
接活动企业存活率，存活率是否达95%以上。
存活率=（存活企业数量/被调研企业数量）*100%

1

商业步行街的打造是否有效带动
入驻商铺数量和持续经营，是否
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消费
环境。用以反映和考核步行街打
造的持续带动作用。

评价要点：
①步行街商铺入住率是否大于等于90%；
步行街商铺入住率=(入驻商铺数量/步行街商铺数量)*100%
②入驻商铺持续经营时间在1年以上的占比是否大于等于80%.
持续经营时间1年以上占比=经营1年以上商铺数/调查商铺数
*100%

效益 社会效益
(30分) （10分）

企业存
活率

步行街
商铺入
驻情况

得分

扣分原因

①猪肉储备项目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猪肉储备工作，得1分，否
则不得分；
②企业培育、步行街提升改造、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等内贸
发展项目，截至2020年9月30日完成，得3分，否则不得分；
③政策性预留资金实施的贫困县商务扶贫项目，截至2020年9月
30日完成，得1分，否则不得分。

2.68

①全省猪肉储备任务未按计划时间完成；
②部分抽查地区未按计划时间完成推进连锁经营发
展、绿色食品产销对接等内贸发展项目；
③抽查地区仅广南县涉及政策性预留资金实施的贫
困县商务扶贫项目，但截至2020年9月30日尚未完
成。

①储备肉的动用符合云商市〔2015〕46号的规定，突发地震等
自然灾害导致市场猪肉供应不足等紧急情况下于36小时内及时
响应，得0.75分，否则不得分；
②市场未出现抢购猪肉等供应短缺的现象，得0.75分，否则不
得分；
③储备肉投放市场后，未出现滞销的情况，得0.75分；否则不
得分；
④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的方式综合分析，火腿储备的必要
性大于等于90%，得0.75分，否则不得分。

2.25

调研的20承储单位，认为有必要储备火腿的承储单
位数为16，火腿储备必要占比为80%。

①奖励的限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培育的新零售企业、
支持的餐饮企业存活率达95%以上，得1分，否则不得分.
②参加小吃节的餐饮企业存活率大于等于95%，得1分，否则不
得分；
③参加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企业存活率大于等于95%，得1
分，否则不得分。

①步行街商铺入住率大于等于90%，得0.5分；入住率在80%
（含）-90%之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70%；入住率在60%
（含）-80%之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50%；入住率在60%以下
不得分；
②入驻商铺持续经营时间在1年以上的占比大于等于80%，得0.5
分；持续经营时间1年以上占比在70%（含）-80%之间，得该评
分点标准分的70%；持续经营时间1年以上占比在60%（含）-70%
之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50%；持续经营时间1年以上占比在
60%以下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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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0.93

现场对4条步行街进行抽查，3条步行街商铺入驻率
在90%以上，1条步行街商铺入驻率为83.3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家政行
业培训
带动就
业人数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1

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通过家
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是否
参加培训人员就业率达到90%以上，得1分；就业率在80%（含）
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通过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是
带动受培训人员就业。用以反映
-90%之间，得0.5分；就业率在60%（含）-80%之间，得0.2分；
否带动受培训人员就业。
和考核家政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
就业率在60%以下，不得分。
设成效。

2

财政资金的投入，是否与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减成正比关
系，用以反映和考核
消费总额拉动情况。

评价要点：
①纵向比较：各州（市）2018年至2019年资金分配金额的增加
或减少是否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或减少成正比关系；
②横向比较：GDP相近的州（市），2018年至2019年财政资金
投入的增加或减少是否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或减少成
正比关系。

①各州（市）2018年至2019年资金分配金额的增加或减少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或减少成正比关系，得1分，否则不得
分；
②GDP相近的州（市），2018年至2019年财政资金投入的增加或
减少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或减少成正比关系，得1分，
否则不得分。

2

全省或全州（市）限上餐饮业企
业和零售业限上企业营业额是否
较2018年增长；2019年奖励的限
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
企业，培育的新零售企业，支持
的餐饮企业的营业额是否增加。
用以反映和考核重要行业销售额
增幅情况。

评价要点：
①全省或全州（市）限上餐饮业企业和零售业限上企业营业额
增长情况
2019年度限上餐饮业企业营业额增长率和2019年零售业限上企
业销售额增长率是否大于等于20%；
增长率=（2019年企业营业额/2018年企业营业额-1）×100%
②2019年奖励的限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培育
的新零售企业，支持的餐饮企业的营业额情况
A：奖励的现有限上和新增限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培育
的新零售企业，支持的餐饮企业，奖励后销售额（营业额）大
于较奖励前的占比为100%。
奖励后销售额（营业额）大于较奖励前的占比=（奖励后销售
额（营业额）大于较奖励前的企业数量/奖励企业数量）*100%
B:是否90%以上的受奖励企业认为销售额（营业额）增加的主
要原因为财政资金的奖励。

①2019年度限上餐饮业企业营业额增长率大于等于20%，得0.25
分，否则不得分；2019年零售业限上企业销售额增长率大于等
于20%，得0.25分，否则不得分；
②奖励后销售额（营业额）大于较奖励前企业占比为100%时，
得1分；企业占比在90%-10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80%；企
业占比在70%-9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60%；企业占比在
60%-7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30%；企业占比在60%以下，不
得分；
③90%以上的受奖励企业认为销售额（营业额）增加的主要原因
为财政资金的奖励，得0.5分，否则不得分。

2

评价要点：
①通过电话访问或现场访问的形式，统计参加小吃节的餐饮企
业营业收入是否较参加前增加，营业收入增加企业数量占比是
否大于等于70%；
②通过电话访问或现场访问的形式，统计参加绿色食品产销对
接活动的参展企业营业收入是否较参加前增加，营业收入增加
参加小吃节活动、绿色食品产销 企业数量占比是否大于等于70%；
对接活动和入驻打造的商业步行 营业收入增加企业数量占比=（营业收入较参加前增加的企业
街商户的销售额增加情况。
数量/单次参加的企业数量）*100%，该公式适用于评价要点①
②
③步行街打造前入驻的商铺在步行街打造结束后营业收入是否
较打造前增加，营业收入较打造前增加的商铺占比是否大于等
于70%。
营业收入较打造前增加的占比=（营业收入较打造前增加的商
铺数/调查的打造前入驻的商铺数量）*100%

①参加小吃节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较参加前增加，营业收入增
加企业数量占比大于等于70%，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参加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参展企业营业收入较参加前增
加，营业收入增加企业数量占比大于等于70%，得0.5分，否则
不得分；
③步行街打造前入驻的商铺在步行街打造结束后营业收入较打
造前增加，营业收入较打造前增加的商铺占比大于等于70%，得
1分，否则不得分。

得分

扣分原因

1.00

社会效益
（10分）

消费总
额拉动
情况

重要行
业销售
额增长
率

效益
(30分)

经济效益
（6分）

企业营
业额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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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全省16个州（市），其中德宏州、临沧市2个州
（市）2018年至2019年资金分配金额增加，但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018年至2019年减少。

1.01

①抽样地区中，本次实地抽查的5个州（市），除
曲靖市2019年度限上餐饮企业营业额增长率和零售
业限上企业销售额增长率均大于等于20%外，其余4
个州（市）均未同时达到20%；
②现场调研100户受奖励企业，其中71户企业销售
额（营业额）较奖励前增加，占比71%；
③4个抽样地区受奖励企业认为销售额（营业额）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财政资金的占比小于90%。

1.33

通过对参与小吃节、绿色食品产销对接和步行街改
造项目企业的调查，32户参加小吃节企业的营业收
入增加，占45户被调查企业的71.11%；经现场调
研，现场抽查地区中，其中有1个地区营业收入增
加企业数量占比小于70%；18户步行街入驻企业营
业额较改造前增加，占29户调查企业的62.07%。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
分值

集贸市
场提升

1

形成餐
饮聚集
地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原因

考核改造后集贸市场环境是否提 评价要点：
集贸市场通过改造，能够提供更多的摊位，或提升市场环境和
升，用以反映和考核集贸市场建 集贸市场通过改造，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的摊位，或提升市场环
消费环境，得1分。
成后的成效。
境和消费环境。

0.20

现场抽查的18个县（市、区）计划实施集贸市场提
升改造项目5个，仅剑川县天马村农贸市场公共冷
链仓库中心建设项目完工并发挥相应效益，其余4
个项目均未实施，未发挥资金效益。

1

补助的餐饮企业是否具有连锁店
评价要点：
且处于餐饮聚集地，用以反映和
①补助的餐饮企业是否是连锁店；
考核对餐饮聚集地的支持情况，
②补助的餐饮企业是否处于餐饮聚集地。
以拉动消费。

①补助的餐饮企业是连锁店，得0.5分；
②补助的餐饮企业处于餐饮聚集地，得0.5分。

0.67

被补助企业除1家为学校食堂企业外，其余被补助
企业周边均有10家以上餐馆，处于餐饮聚集地。

2

是否根据消费领域统计监测结
果，通过消费领域大数据分析， 评价要点：
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用以反 ①是否对消费领域统计监测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映和考核消费领域统计监测结果 ②是否对分析结果形成工作建议。
运用情况。

①对消费领域统计监测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得1分，否则不得
分；
②对分析结果形成工作建议，得1分，否则不得分。

2.00

经济效益
（6分）

消费领
域统计
监测结
果运用
可持续影
响
（10分）
效益
(30分)

居民消
费持续
性

绿色食
品产销
对接活
动持续
性

是否围绕相关文件的要求，深入
推进“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提
高居民吃穿用消费。用以反映和
考核高品质供给促进居民消费项
目的实施成效。

评价要点：
①是否发挥优势，集中时段开展消费促进活动。各州（市）是
否结合本地产业优势、消费热点及风俗文化特色，因地制宜组
织开展特色商品展、美食文化节、休闲购物节等各类活动，积
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组织指导流通企业创新流通模式，加强
与大型电商、新型媒体等平台的对接，构建稳定的商品流通渠
道。
②在2019年未实施全部项目的情况下，是否导致全省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2019年较2018年下降。

①各州（市）结合本地产业优势、消费热点及风俗文化特色，
因地制宜组织开展特色商品展、美食文化节、休闲购物节等各
类活动，得0.5分，否则不得分；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组织
指导流通企业创新流通模式，加强与大型电商、新型媒体等平
台的对接，构建稳定的流通渠道，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在2019年项目未全部实施完成的情况下，全省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销售额2019年较2018年下降，得1分，否则不得分。

0.60

①实地评价中，曲靖市、楚雄州未组织开展特色商
品展、美食文化节、休闲购物节等各类活动，也未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②在2019年部分项目未实施、全省资金使用率仅为
25%的情况下，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
仍较2018年上升，资金的投入对当地居民消费影响
较小。

2

各州（市）通过绿色食品产销对
接活动的开展，当时签订的合同
是否有继续续约的可能。用以反
映和考核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
持续性。

评价要点：
①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企业保持合作关系的占比是
否达到100%；
保持合作关系的占比=（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企业
保持合作关系的企业数量/产销对接活动中形成最终签约的企
业数量）*100%
②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企业具有二次签约意向的占
比是否达到60%以上。
具有二次签约意向的占比=（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
企业具有二次签约意向的数量/产销对接活动中形成最终签约
的企业数量）*100%

①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企业保持合作关系的占比是
否达到100%，得1分；占比在90%-10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
80%；占比在70%-9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60%；占比在60%7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30%；占比在60%以下，不得分；
②目前与产销对接活动中最终签约企业具有二次签约意向的占
比达到60%以上，得1分；占比在50%-6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
的80%；占比在40%-5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60%；占比在
20%-30%间，得该评分点标准分的30%；占比在20%以下，不得分
。

0.67

本次实地评价，开展绿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的大理
州、楚雄州未对参展企业现场及后续签约情况进行
数据跟踪统计，产销对接活动对参展企业的影响情
况缺乏数据支撑。

2

①通过分析省级及各州（市）资金分配方案，项目设立与当地
评价要点：
旅游、文化等产业相匹配，且资金集中度达到30%以上，得1
根据政策要求实施的项目是否具 ①通过分析省级及各州（市）资金分配方案，项目设立是否与
分，否则不得分；
备持续性、稳定性，反映内贸发 当地旅游、文化等产业相匹配，且资金集中度达到30%以上；
②通过分析省级及各州（市）近三年资金分配方案，实施的政
展政策是否具备持续性。
②通过分析省级及各州（市）近三年资金分配方案，实施的政
策是否持续、稳定，重点明确，项目安排具有连续性，得1分，
策是否持续、稳定，重点明确，项目安排具有连续性。
否则酌情给分。

2.00

2

可持续影
响
（10分）

项目实
施集中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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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可持续影
完善配
响
套政策
（10分）

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得分

2

为增强限上企业主体地位，开展
促消费活动，各州（市）是否出
台相关政策，拉动消费增长。用
以反映和考核州（市）配套政策
出台情况情况。

评价要点：
①各州（市）是否制定并出台“限上商贸企业主体培育激励政
策”；
②昆明等州（市）是否制定出台《汽车类商品促进消费升级政
策》、《家电百货类商品促进消费升级政策》和《成品油促进
消费升级政策》等政策，开展限上占比较大商贸流通企业专项
精准促消费活动，加强消费领域统计监测，引导鼓励企业发展
智能消费、体验消费、定制消费、共享消费等新兴消费;

①各州（市）至少制定并出台1项“限上商贸企业主体培育激励
政策”，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②州市制定出台《汽车类商品促进消费升级政策》、《家电百
货类商品促进消费升级政策》和《成品油促进消费升级政策》
等政策，得0.5分；否则不得分。
③引导企业发展智能消费、体验消费、定制消费、共享消费等
新兴消费，得1分，否则不得分。

0.95

现场抽查的5个州（市），仅部分州（市）制定了
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发展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

4

①满意度≥90%，4分；
评价要点：
②90%＞满意度≥80%，得3分；
社会公众、企业、各级商务部门 ①本次问卷发放的对象为各级商务部门（A），企业（B）、社
③80%＞满意度≥70%，得2分；
对专项资金的满意情况。
会公众（C）；
④70%＞满意度≥60%，得1分；
②最终得分=A类得分×20%+B类得分×30%+C类得分×50%。
⑤满意度＜60%，得0分。

3.00

问卷调查综合满意度为84.51%。

效益
(30分)

社会公众
受益对
或服务对
象满意
象满意度
度
（4分）

合计

100

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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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