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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金霍洛旗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湾图沟煤矿抑尘

全封闭煤棚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 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内财监〔2019〕1343 号）以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府发〔2020〕52 号）等文件规定，内

蒙古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受伊金霍洛旗绩效评价税收服务

中心委托，对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湾图沟煤矿抑尘全封闭煤棚项

目进行绩效评价。我司经过数据采集、现场访谈等必要的评价程序，

运用绩效分析和统计方法，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

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随着我国多地遭遇持续雾霾天气，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变得异常严

峻。在此背景下，大气治理受关注度将随之升温，雾霾事件的频繁发

生将迫使国家不断强化环境治理，保护环境。

造成雾霾等大气污染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燃煤锅炉、工业废气、

汽车尾气等污染源外，像建筑工地等人为或天然裸露地表和煤炭、煤

矸石、煤渣、煤灰、砂石、灰土等物料露天堆放产生的扬尘、颗粒物

也是造成大气污染的源头之一。

在环境保护要求日趋严格、公众对环境保护要求日趋强烈的情况

下，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扬尘污染治理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相继制定和颁布了治理扬尘污染的政策、法规要求，加大了扬尘污染

的治理力度。国家规定从 2007 年起散货料场必须建设挡风墙才能通

过环境评估，我国很多城市也已经为解决此类空气污染问题提出了严

格 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露天储存提出了

要求“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

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2018 年 6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国发〔2018〕22 号），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计划指出，经过 3

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

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2 月 3 日，湾图

沟煤矿是博源煤化工公司的重点企业，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扶持

和鼓励的项目，位列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十三个煤炭基地之中，也是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两级政府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2006 年 7 月

由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湾图沟矿井及选煤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06 年 10 月 19

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审〔2006〕514 号）批复通过，该项目于

2007 年 2 月全面开工建设，2011 年 8 月 3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部（环验〔2011〕233 号）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能源

的瓶颈状态更加显现，为了充分利用当地及周边地区煤矿产业的优势，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回收利用及企业发展目标，促进区域循环经

济快速发展，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实施湾图沟煤矿抑

尘全封闭媒棚项目，经申请获得自治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561 万元，

本次项目专项资金涉及的具体任务为全封闭媒棚的主体工程建设。

2.项目实施情况及组织情况

（1）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 1月 17 日，伊金霍洛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准予符合产业

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湾图沟煤矿抑尘全封闭煤棚项目备案。4月 5日，

鄂尔多斯市青蓝环保有限公司对湾图沟选煤厂环评现状进行检测，并

依据检测结果出具《检测报告》。2020 年 4 月，项目主管单位通过

严格审查，积极开展项目申报工作，将项目纳入自治区项目储备库。

4 月 29 日，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伊金霍洛旗财政局、鄂尔多

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提交《2020 年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的报告》（博源煤化发〔2016〕70 号）；5 月贵州飞达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受博源煤化工委托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编制，并上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5月 6 日，伊金霍洛旗财政局、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向鄂尔多斯市财政局、鄂尔多

斯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申报 2020 年自治区大气污染专项资金项目的

报告》（鄂伊环联发〔2020〕3号）；5 月 29 日，经鄂尔多斯市生态

环境局研究决定同意博源煤化工按照《报告表》内容进行项目建设，

并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

管工作；7 月 2 日，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印发《关于下达 2020 年自治

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鄂财资环指〔2020〕295 号）分配湾

图沟煤矿抑尘全封闭煤棚项目资金 561 万元。

2020 年 10 月 30 日，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滨海金



地矿业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签订《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施工总

承包合同》开始施工建设；12 月 9 日，向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提交

办理项目环保专项资金相关拨付手续审批工作的申请；2021 年 1 月

28 日，项目主管单位对该项目工程进度的现场核实后，为确保项目

顺利完成，向伊金霍洛旗财政局送达《关于 2020 年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划拨的函》（鄂环伊函字〔2021〕19 号）；2月 9 日，伊金霍洛旗

财政局拨付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资金 561 万元。

（2）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项目由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内蒙古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尔多斯市

财政局、伊金霍洛旗财政局、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

审批，伊金霍洛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主管部门为鄂尔多斯市生

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根据年度工作重点，下达年度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项目申报通知，组织项目的申报工作，组织上报项目的初

审及专家评审工作，必要时对项目进行现场核查，通过评审和核查的

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专项资金项目库，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年度工作重点，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组织项目的申报、审核工作，并对专项资金预算进行审核、安排、

分配、下达，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按照上级通知要求组织项目审核申报，

择优上报，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鄂尔多斯市财政局：按照上级通知要求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项

目审核申报，择优上报，对专项资金预算进行审核、安排、分配、下

达，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为项目主管部门，负责

项目审核及报送上级审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伊金霍洛旗财政局：负责项目审核，对专项资金预算进行审核、

安排、分配、下达，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研讨项目立项等相

关事项，编写和上报项目实施方案、财政资金项目申报；负责组织实

施项目的具体建设、检查。

3.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投入及到位情况

该项目申请财政专项资金 561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资金来源

为自治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申请财政专项资金 561万元，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料，财

政资金计划全部用于抑尘全封闭煤棚主体工程建设，截至 2021年 10

月 10日，项目整体工程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 2822.05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未根据本次自治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制定绩效目标申

报表。

二、综合评价分析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分析情况

伊金霍洛旗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湾图沟煤矿抑尘全封闭媒

棚项目总体绩效情况为“中”。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资金分配

合理；项目过程方面，各项管理制度健全，资金及时到位；项目产出

方面，项目主体工程按计划完成并及时验收，执行成本控制率高；但



该项目存在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资金的使用状况及资金使用合规

性不明确、项目档案资料未及时整理归档、项目主体工程开工竣工时

间未按计划执行、项目尚未全部竣工验收及正式投入使用，效果暂未

产生，相关数据不可取的问题。

（二）评价结论

运用由项目组设计并经相关部门确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

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湾

图沟煤矿抑尘全封闭媒棚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

62.5 分，绩效评级为“中”。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实施单位，积极响应鄂尔多斯

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打造绿色矿山号召，大力发展环保设施，项

目完成了项目备案、地勘施工报告、初步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环

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批复文件等前期手续，统筹考虑了环境保护

及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选址合理，在项目建设期间

加强了施工期管理，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及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坚决执行环保设计，严格执行环境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严把项目实施

质量，对项目实施流程的工作进行严格检查与审批，使项目实施的真

实性、合规性得到了保障；在项目竣工后，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且正式投入运行后，能够改善工厂煤场的环

境、降低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保证运煤系统不受气候条件影响、在

大风及雨季能长时间额定工况的需要。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单位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组通过调研及对项目资料进行梳理时，发现项目单位未设置

561万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不符合国家、自治区对预算绩效

目标管理的要求，不利于指导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不利于项目全过程的

绩效管理。

2.资金使用状况不明确。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料，2021年 2月 9日，伊金霍洛旗财政局拨

付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专项资金 561万元，截至2021年 10月

10日，该项目整体工程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工程款 2822.05万元，

无法确认财政资金的使用状况及无法确定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3.项目档案管理不够完善、档案资料未及时归档。

项目组通过调研及查阅项目资料了解到，该项目档案无文件目录、

未装订成册、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审批、使用等方面档案不完整等问题。

4.项目未按计划实施，时限约束不严。

项目组通过调研及查阅项目资料了解到，截至评价日，由于受疫

情防控等因素影响，项目主体工程实际开工、竣工时间均晚于计划开

工、竣工时间，项目整体工程未全部完成，项目效果相关数据不可取。

四、有关建议

1.加强项目绩效管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旗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家绩效目标编制要求，进一步要求各项目实

施单位编制绩效目标表，同时加强该项目的绩效管理，按照“谁申请

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强化事前目标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项目单位要从产出、效益两个方面进行细化。

绩效目标要根据各级政府关于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和财政部门

的具体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责及事业发展规划，



科学合理地测算资金需求进行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工作要围绕

项目具体情况开展，一要对项目的功能进行梳理，明确该项目支出的

功能特性。二要依据该项目的功能特性，确定该项目所要实现的总体

绩效目标，并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三可把项目划分

为若干子项目，在梳理各子项目的主要活动和预期产出及效果的基础

上，归纳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四要将项目支出的总体绩效目标进行细

化分解，从中总结提炼出关键性指标，并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的确定依据于绩效目标的设定，是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

化，项目绩效指标应根据年度计划完成的任务或达成的绩效目标细化

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并遵

循以下原则：（1）具体性原则：指标设立必须要清晰明确；（2）可

衡量性原则：指标设立要具体数字化，“效果显著”“长期”等模糊

词语不具备可衡量性，导致考核标准模糊，没有数字化的指标不能随

意考核；（3）相关性原则：指标设立应与项目所涉及的工作紧密相

关。

2.加强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管理要求，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项目单位应严格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内财建规〔2017〕23号）等国家有关财政资金管理的规章制度，

履行对专项资金管理、妥善使用的职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履行

相关会计、工程及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定期向主管部门汇报项目进

展情况，做到按计划节点推进，加快专项资金的支出进度，对应付未

付的进度款、项目的前期费用等进行梳理，确保应支尽支，避免专项

资金沉淀，影响支出进度，实现专项资金的有序和充分利用。

3.健全完善企业档案管理制度，推动企业档案的动态化管理。

实施单位应根据《企业档案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从实际出发，制定本企业文件材料归档和档案保管、利用、鉴定、

销毁、移交等有关规章制度；明确管理档案的部门或人员，提高职工

档案意识，确保档案完整、准确和安全，与工作同步部署、同步实施、

同步检查、同步验收；统筹规划并负责本企业档案的收集、整理、保

管、鉴定、统计和提供利用工作；指导本企业各部门文件材料的形成、

积累、整理和归档工作；监督、指导本企业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归

档的文件材料应完整、准确、系统。文件书写和载体材料应能耐久保

存。文件材料整理符合规范。归档的电子文件，应有相应的纸质文件

材料一并归档保存；企业档案现代化应与企业信息化建设同步发展，

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4.加强项目日常检查和监督，确保项目进度，按时产生预期效益。

项目专项资金下达后，相关主管单位应督促项目单位严格按照批

复的实施方案组织开展项目建设，不得擅自调整项目建设内容和资金

使用计划，项目单位应规范建设程序，按计划组织项目建设，按规定

使用专项资金，明确项目责任人和联络员，并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项

目进展情况。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应采取定期检查、

不定期抽查，必要时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于每月初向市环保局报送

项目实施情况，以提高项目建设质量，确保达到项目预期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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