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业务类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政策背景及实施的目的。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工作的通知》（国发〔1992〕

25 号）、省财政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气象

双重计划财务体制的通知》（鲁财农〔2015〕6号）文件精神，

为地方服务需要建立天气、气候监测及气象信息加工处理，建立

省内气象通信网及天气预警系统，为当地农业综合开发、预测农

作物产量、开发利用农业气候资源，气象扶贫、节水节能、保护

生态环境等开展气象服务，增强地方防灾抗灾气象服务能力。

（二）项目内容和预算支出情况。

业务类项目 2019 年度预算资金总额 257 万元，主要用于五

个方面，具体实施内容和预算支出情况如下。

项目内容和预算支出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预算支出

1
设施农业气象服
务维持经费

1、建设并完善设施基本数据库 2、构建
并完善我省主要蔬菜农业气象灾害指标，
3、进一步优化、完善“山东气象智能业
务支撑平台”各功能模块建设，4、研究
日光温室小气候自动站观测数据阈值，开
展设施农业小气候观测站数据质量评估
技术研究。制作针对性强的设施农用天气
周报及设施农业灾害影响预报服务产品，
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电子显示屏、报
纸等信息发布渠道，直接对合作社、供销
社、科技大户以及蔬菜种植者进行发布。

46.00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预算支出

2
省级气象信息网
络维持经费

1、对气象短信服务系统的软件运行进行
监控及技术保障。2、为保证信息传输快
速、稳定，开通数据专线。3、用于信息
中心所属信息网络系统，包括 CIMISS、
局域网络等业务系统，以及机房内的UPS、
精密空调等动力环境系统的维护保养。

41.00

3
烟大航线气象观
测站运行维护经
费

1、气象观测及气象装备进行定期维护。2、
气象要素探测传感器进行计量检定或现
场校准。3、及时更换因海洋环境原因，
造成的锈蚀、探测性能下降的船载自动气
象站等设备。

30.00

4
移动气象台和影
视落地维持经费

1、抢险救灾移动气象台配置的机动车辆、
探测仪器设备、通信网络定期维护保养。
2、为影视频道本地化落地费及通信网络
线路租赁费，保障全年应急服务工作。

90.00

5
风廓线雷达业务
维持费

1、保障全省烟台、东营、济南等地 9部
风廓线雷达业务运行，实时提供大气的三
维风场信息，实现对大气风、温等要素的
连续遥感探测。2、对 9部风廓线雷达每
年进行维护保养和汛前巡检。

50.00

总 计 257.00

（三）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业务类项目总体目标是提高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能力。资金

投入的五个实施内容绩效总体目标略有不同。

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维持经费：通过本项目实施，研发设施农

业小气候预报、灾害监测预警技术，为全省设施农业生产提供全

程保障服务奠定基础，提高设施农业气象服务效益，为决策部门

提供科学依据。

省级气象信息网络维持经费：通过本项目实施增强气象信息

网络重要基础支撑及业务服务的中枢与纽带作用，结合信息网络



发展需求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提高完善气象网络信息传输能力，

保障气象信息网络安全。

烟大航线气象观测站运行维护经费：通过项目实施加强烟大

航线及其附近海域气象监测建设工作，维持环渤海及其邻近海域

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工作正常进行。

移动气象台和影视落地维持经费：通过项目实施丰富“中国

气象频道”本地化节目内容，增强公共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扩

大公共气象服务覆盖面，提高地方政府和公众服务满意度。

风廓线雷达业务维持费：通过本项目实施完成烟台、东营、

济南等地 9 部风廓线雷达部署及正常运行，实时提供大气的三维

风场信息，实现对大气风、温等要素的连续遥感探测，增强了我

省气象垂直探测能力，在预报服务及紧急突发事件保障、防灾减

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项目 2019 年度绩效目标。

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维持经费：完善基础数据库，完善我省主

要蔬菜农业气象灾害指标，研究日光温室小气候自动站观测数据

阈值，开展设施农业小气候观测站数据质量评估技术研究。制作

针对性强的设施农用天气周报及设施农业灾害影响预报服务产

品，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电子显示屏、报纸等信息发布渠道，

直接对合作社、供销社、科技大户以及蔬菜种植者进行发布。

省级气象信息网络维持经费：对气象影视及短信服务系统的

软件运行进行监控及技术保障，用于气象信息网络系统，包括

CIMISS、局域网络等业务系统的日常升级维护，省级气象机房内



的 UPS、精密空调等硬件的维护保养，保障气象信息网络的正常

运行。

烟大航线气象观测站运行维护经费：对气象观测及气象装备

进行定期维护，气象要素探测传感器进行计量检定或现场校准，

对因海洋环境原因，造成的锈蚀、探测性能下降的船载自动气象

站等设备及时更换。

移动气象台和影视落地维持经费：用于移动气象台通信网络

线路租用费，完成全年度应急服务保障工作，对移动气象台进行

日常设备维护，车辆保养及年检，保障完成户外应急服务工作。

风廓线雷达业务维持费：完成对烟台、东营、济南等地 9部

风廓线雷达汛前检查和年度维护，保障风廓线雷达正常运行，实

时提供大气的三维风场信息，实现对大气风、温等要素的连续遥

感探测。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的范围和目的。

本次评价对象是 2019 年省财政安排的业务类项目维持经费

257 万元的使用绩效。评价范围包括为山东省气象局机关（中央

编制）的相关项目资金。评价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通过分析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重点评价

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效益，总结经验，查找项目建设、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通过绩效评价工作加强管

理、强化监督，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增强单位预算支出责任。同



时为下一年预算编制、项目安排等提供重要依据。

（二）评价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

3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7〕49 号）。

3.《中国气象局关于发展现代气象业务的意见》（气发〔2007〕

477 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1〕33 号）。

5.《山东省气象抢险救灾移动气象台实施方案》。

6.《山东省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

年）》。

7.《山东省气象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8.《山东省综合观测发展规划》（2014-2020）。

9.《山东省全面推进气象现代化实施方案》。

10.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鲁

财购〔2015〕11 号）。

11.《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

程》（鲁财绩〔2020〕4号）。

12.其他文件与资料。

（三）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山东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

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项目

实际对评价指标进行细化完善，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析分析法设

置一、二级指标的权重，参照专家意见和以往经验确定三级指标

的权重。另外，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绩效目标及相关管理

办法，确定绩效评价标准。此次绩效评价从项目的投入、过程、

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至三级指标及分

值、指标解释、评价标准、证据来源、评价方式 5个部分组成。

本次绩效评价级次分为 4个等级：

综合得分在 90（含 90 分）以上为“优”；

综合得分在 80～90 分（含 80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60～80 分（含 60 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差”。

（四）评价方法。

按照有关绩效评价工作管理的规定和意见，此次评价采用如

下方法：

目标预订与实施结果比较法：将项目支出后的实际效果与申

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

询问查证法：评价人员以口头或书面、正式或非正式会谈等

方式，直接或间接了解评价对象的信息，从而形成初步判断。

三、评价结论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在对业务类项目绩效评价根据每个项目资金所占权重，对气



象业务类项目进行最终评价打分。设施农业气象服务维持经费 46

万元，项目得分 98.23 分；省级气象信息网络维持经费 41 万元，

项目得分 98.44 分；烟大航线气象观测站运行维护经费 30 万元，

项目得分 97.55 分；移动气象台和影视落地维持经费 90 万元；项

目得分98.76分；风廓线雷达业务维持费50万元，项目得分97.68

分。根据项目资金所占权重，项目最终得分计算如下：

46/257×98.93＋41/257×98.44＋30/257×97.55＋90/257

×98.76+50/257×97.68=98.26。

气象业务类项目最终得分为 98.26 分，综合绩效级别为“优”。

（二）绩效分析。

1.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从项目资金到位和执行两个方面进

行评价，满分 10 分。项目资金均已到位，五个项目预算执行得分

平均分为 10 分，得分率 100%。

2.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主要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等方面进行

评价。产出指标满分 50 分，五个项目平均得分 48.13 分，得分

率 96.26%。该指标扣分点主要是个别项目未能完成预期的绩效目

标，例如省级气象信息网络维持经费，原计划建成并投入使用 3

条专线，因线路切换原因，有 1 专线在 2019 年年底未达到测试

时长。

3.效益指标分析。



效益指标主要从社会指标、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等方

面分析。效益指标满分 30 分，五个项目平均得分 30 分，得分率

100%。

4.满意度指标分析。

满意度指标主要从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和社会满意度指标方

面分析。满意度指标满分 10 分，五个项目评分得分 10 分，得分

率 100%。五个项目的满意度指标均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三）取得的成效。

提高了设施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全面提升我省设施农业气象

服务水平，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丰富了“中国气象频道”

本地化节目内容，增强公共气象服务能力和水平，扩大公共气象

服务覆盖面，提高地方政府和公众服务满意。保障了气象影视、

短信服务系统和突发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等各类信息网络系统正常

运行。增强了我省气象垂直探测能力和环渤海及其邻近海域气象

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在预报服务及紧急突发事件保障、防灾减灾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实施地较为分散，涉及单位较多，使得项目管理

的整体性略差。

2.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量化程度不够，给项目绩效评价带来了

一定的困难。

四、意见建议

1.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形成更加具有统一性和科学性的项目



管理模式，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设置更加科学、可量化

的绩效指标，充分反映实际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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