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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 实施过程评价      □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2019年度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         

     项目单位：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管部门：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评价时间：  2019 年 01月 0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组织方式：□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   项目单位 

     评价机构：□中介机构  □专家组   项目单位评价

组 

  

   

              

  

             评价单位（盖章）：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报时间：2020 年 4月 20日 

 

 



 —2—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2019 年度海南省政府食盐储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绩效目标 

绩效标准 

优 良 中 差 

产出指标 

2019年度政

府食盐储备 

完成政府食盐储

备核定规模 7200

吨的 80%以上 

6800

吨以

上 

6300-68

00吨 

5760-

6300

吨 

5760吨以

下 

      

      

效益指标 

2019年度政

府食盐储备

财政补帜资

金发放 

每半年发放一次 

10 个

工作

日内 

11-15

个工作

日内 

16-25

个工

作日 

26个工作

日以上 

保障市场供

应 

食盐批发企业正

常供应 100% 
100% 80% 70% 60% 

  
     

满意度指

标 

      

 
     

 
     

    注：以预算批复的绩效目标为准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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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管部门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负责人 范铁城 联系电话 66521138 

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59号 邮编 570200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 ）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112.9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12.9 

实际使用情

况（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112.9 省财政 112.9  0 

市县财政  市县财政    

其他  其他    

二、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参考）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内容 4 4   

决策过程 8 
决策依据 3 3   

决策程序 5 5   

资金分配 8 
分配办法 2 2   

分配结果 6 6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3   

到位时效 2 2   

资金使用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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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3 3   

组织实施 

10 组织机构 1 1   

 管理制度 9 
9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产出数量 5 5   

 产出质量 4 4   

 产出时效 3 3   

 产出成本 3 3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 8 8   

 社会效益 8 8   

 环境效益 8 8   

 可持续影响 8 8   

 
服务对象满意

度 
8 8   

总分 100 
 

100 
 

100 93   

评价等次 
优 

  

三、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项目评

分 
签 字   

范铁城 处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3 范铁城   

曹世民 二级调研员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3 曹世民 
 

 

 

 

陈光灼 一级主任科员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3 陈光灼   

合计   93    

 

                    评价工作组组长（签字并单位盖章）：李治平 

 

                                          2020 年 0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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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海南省政府食盐储备依据来源。2018年 12 月 29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海南省食盐储备

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办[2018]77 号）第二条第二款：“食

盐储备包括政府食盐储备和企业食盐储备。政府食盐储备是

指省级政府食盐储备。” 第四条：“食盐储备由省内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依托自有仓储设施储存，所

需资金由企业自行承担，省财政对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

给予资金补贴。”  

（二）海南省政府食盐储备经费标准依据。根据国务院

《盐业体制改革方案》、《食盐专营办法》、商务部《关于全

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海南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海南省食盐储备管理办法的

通知》（琼府办[2018]77 号）。规定：政府食盐储备规模定为

7200 吨，储备品种为 20 千克以上大包装和 1 千克以下小包

装食盐，其中小包装食盐储备数量不得低于 3600 吨，承储

备企业原则上应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省财政对政府

食盐储备给予资金补贴，按照每年按每吨 165元综合费用（包

括贷款利息、定额损耗、保管费、仓库租赁及维修费等）给

予承储企业资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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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目标。 

1、完成政府食盐储备任务。按照《海南省食盐储备管

理办法》，结合我省食盐产销情况和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政

府食盐储备规模定为 7200 吨，承储企业每月实际完成政府

食盐储备数量不得低于核定任务数量的 80%，储备品种为 20

千克以上和 1千克以下小包装食盐，其中小包装食盐储备数

量不得低于 3600 吨。储备的食盐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标准食用盐》（GB2721）和《食用盐》（GB/T5461）等

相关标准。实际报送与核查工作中，原承储备企业海南省盐

业总公司已按规定完成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核定任务数

量 7200吨的 85.69%，达到完成政府食盐储备任务要求。 

2、保障了食盐市场供应。2019 年我省食盐市场未有出

现食盐供应短缺或断供现象，市场供应的食盐能满足居民生

产日常需求，确保食盐供应正常，供应品种多样，供应价格

稳定，居民选购满意度较高。 

3、政府食盐储备财政补贴资金无法依规按时发放。2019

年按照《海南省食盐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对政府食盐储备承

储企业进行公开招标，由于符合条件的投标企业达不到招标

要求数量，省政府采购中心将此项目作流标处理，导致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预算财政补贴资金无法按期拨付。但政府

食盐储备任务一直在坚持完成，按规定由企业定时报送储备

数据，并选派人员对承储企业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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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9 年度省级政府食盐储备财政补贴资金预算经费共

计 112.9 万元，实际到位财政补贴资金为 112.9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由于 2019 年度公开招标流标，年度财政预算经费无法

依据规定如期完成拨付，年底前已调整至其他项目费用支

出，实际支付资金为 0。为了结合我省食盐产销和受环境因

素影响等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政府食盐储备管理，需要根

据采购管理规定确定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后，企业按要求

完成年度储备任务量，经监管部门核查证实后，列入 2020

年度预算财政补贴资金项目经费资金预算，通过政府采购规

定给予拨付 2019年度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食盐储备管理，强化政府财政补贴

资金预算管理，落实年度预算经费按期支出，当年按采购管

理规定确定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按要求完成年度储备任

务量并经监管部门核查证实后，列入下一年度财政补贴资金

预算，依采购合同在下一年度第一季度完成财政经费如期拨

付。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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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 12 月 29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印发海南省食盐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琼府办

[2018]77号）第九条“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原则上应当通

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依照国家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

和服务招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8 号）规定，由我局对

海南省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进行公开招标，但在我省现有

的食盐定点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仅有海南省盐业总公司 1

家，组织实施公开招标导致流标，无法选定 2019 年度政府

食盐储备承储企业。经分管局领导专题研讨，针对省内符合

条件的食盐定点企业仅有 1家，共同商定此项目只能按照政

府采购项目中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定。按照《海南省省级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琼财采〔2018〕91 号）

规定公开招标等方式失败且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供

应商只有一家，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定承储企业

后，由企业按规定每月前 5 个工作日报送上月政府食盐储备

总量，监管部门安排人员年度内的上、下半年各 1 次对承储

企业进行政府食盐储备实际数量现场核查。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一）公开招标流标。2019 年 10月 10 日，按照《海南

省食盐储备管理办法》规定启动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公开

招标项目，通过局党组会议审议，将此项目委托省政府采购

中心进行公开招标（经了解实际投标的企业仅有海南省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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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 1 家），截至 12 月 24 日 8：30 时，由于投标企业达

不到招标要求数量，无投标供应商作实质性响应，省政府采

购中心将此项目作流标处理。 

2、专题会议研讨选定采购方式。2020 年 1 月 13 日，分

管局领导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针对省内符合条件的食盐定点

企业仅有 1家，共同商定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采购项目只

能按照政府采购项目中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选定。按照《海

南省省级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琼财采〔2018〕

91 号）规定公开招标等方式失败且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

的、供应商只有 1 家，可以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我局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预算标准为 112.9 万元，在 2020

年度的政府采购中未达到《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省

级 2020-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琼财采

〔2019〕781 号）规定的政府采购标准（200 万元），无需上

报省财政厅批复。 

3、按照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完成采购任务。2020 年 1 月

15 日，将 2019 年度海南省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采购项目

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再次委托省政府采购中心招标。按照

政府采购规定流程，确定中标承储企业为海南省盐业总公

司，双方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完成 2019 年度海南省政府食

盐储备承储企业采购任务。2019年度内，我处选派人员每半

年各一次对海南政府食盐储备库存数量进行现场核查，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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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盐业总公司已按规定完成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核定任

务数量 7200 吨的 85.69%，达到完成政府食盐储备任务要求。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综合评价情况：2020 年 3月，已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完成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承储备企业招标项目，确定中标

承储企业为海南省盐业总公司。2019 年度，海南省盐业总公

司已安排专人负责，按规定每月前 5 个工作日内及时报送统

计上一个月政府食盐储备任务数量，经对报送政府食盐储备

数据年度统计，原承储备企业海南省盐业总公司完成 2019

年度政府食盐储备核定任务数量 7200吨的 85.69%。且 2019

年度内，我处选派人员两次对海南政府食盐储备库存数量进

行现场核查，符合政府食盐储备核定任务数量 7200 吨的 80%

以上，达到完成政府食盐储备任务要求。 

评价结论：本项目评分为 97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强化管理。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食盐储备管理，

强化政府财政补贴资金预算管理，落实年度预算经费按期支

出，当年按采购管理规定确定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按要

求完成年度储备任务量并经监管部门核查后，列入下一年度

财政补贴资金预算，依采购合同在下一年度第一季度完成财

政经费拨付。 

（二）修订办法。建议对《海南省食盐储备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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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开招标和财政资金拨付方式进行修订，主要原因：一

是吸引力不大。省财政对政府食盐的资金补贴每年按每吨

165 元的综合费用（包括贷款利息、定额损耗、保管费、仓

库租赁及维修费等）给予承储企业，储备规模定保持每月为

7200 吨，且不得低于 80%，储备品种为 20 千克以上大包装

和 1 千克以下小包装食盐，其中小包装食盐数量不得低于

3600吨，实际上当前市场小包装食盐最低批发价每吨约 2800

元，大包装食盐最低批发价每吨约 2000元，价差相比较大，

食盐定点企业对承储政府食盐储备的吸引力不大。二是积极

性不高。政府食盐储备依托食盐定点企业自有仓储设施储

存，所需资金大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省财政对承担政府食

盐储备的企业给予适当资金补贴，较难满足企业正常的周转

损耗、仓储维护和轮储人工费等开支。三是原定标准长期不

变。现使用的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标准是 2012年 12 月确

定，由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2013 年 1月开始实施的，沿

用至今一直未进行相应调整，很难符合当前市场发展需求。

四是符合条件的企业数量有限。海南有食盐定点企业共有 13

家，其中 12家同属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1家属海南省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从独立情况说只有 2 家,实际符合政府食盐

储备的仓储条件、仓库分布及全省配送等方面的条件只有海

南省盐业总公司 1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