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2016年度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一、项目

实施进度

（60 分） 

试点区 70%的面积已完工，完工面积达到以下要求： 

（1） 将试点区域按目标导向（新区）或问题导向（老区）明确汇水分

区，每个汇水分区（排水分区）内有关项目完成，该汇水分区

（排水分区）计入完工面积。 

（2） 汇水分区（排水分区），达到以下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 

a．对于新区，以目标导向，达到规划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目标要求； 

b．对于老区，以问题为导向，要求实现“小雨不积水（《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GB50014明确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下）、大雨不内

涝（GB50014明确的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水体不黑臭（《城

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的要求）、热岛有缓解”。 

汇水分区（排水分区）必须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要

求实施。 

对于排水防涝治理项目，要涵盖源头减排（小区、地块，达到年降雨径流

总量控制率要求）、排水管渠（达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的雨水管

渠设计标准）、排涝除险（蓄、排结合，达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

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等。 

对于黑臭水体整治项目，要涵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提

质等。 

试点区内的项目体现《关于批复 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实

施计划的通知》（财建〔2015〕896 号）要求。 

提供每个试点城市试点区域进展图，专家组按图进行

现场核实。同时查阅具体项目的设计图纸等材料。试

点区汇水片区完工面积比超过 70%，得 60分，不足

70%的，按下方计算公式计算得分，最高不超过 60分

（其中已开工面积得分，折合系数 0.6）： 

得分= 60 × � 𝑎𝑎
70%

+ 0.6 × �1 − 𝑎𝑎
70%

� × � 𝑏𝑏
1−𝑎𝑎

�� 

a:已完工面积比 

b:正在开工面积比 

其中,开工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 3个条件：有 1个项目

开工的许可证明，有 1项工程项目的实际进展，有 1

笔实际发生的资金支付。 

专家组对具体项目进行抽查，每发现 1个不按照海绵

城市理念设计施工的项目，扣 5分，最多扣 20分。 

现场抽查时，留下影像证据。 

1.完工或开工的汇水片区未体现“源头减排、过程控

制、系统治理”要求的，扣 25分。 

2.已完工汇水片区在治黑除涝成效不明显，或经三部

门批复的指标落实成效不好的，扣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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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二、制度

机制建设

（15 分） 

2.1 管理制度

的制定情况 

（5 分） 

制定规划建设管控、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两证一

书”、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管理、区域雨水排放管

理、城市蓝线和绿线管理等相关制度，并得到落实。 

1.查看相关文件包括规划建设管控文件，城市蓝线和

绿线管理，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两证一书”、

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管理，区域城市雨水排放管理

相关文件，管理制度齐全，得 5分，每少一项扣 2

分。 

2.至少抽查 3个完工的项目，未按照管理制度执行的

项目，每发现一个扣 2分，最多扣 5分。 

2.2 技术标准

的制定情况 

（3 分） 

制定设计、施工及运营维护标准规范，标准图集，技术

导则。 

1.查看相关文件，标准规范、图集、技术导则全部齐

全得 3分，没有标准规范的扣 1分，没有图集的扣 1

分，没有技术导则的扣 1分，最多扣 3分。 

2.抽查 3个完工的项目，未按照技术标准执行的项

目，每发现一个扣 2分，最多扣 3分。 

2.3 收益机制

建设情况 

（3 分） 

形成有效的收费体系。 
根据项目类别建立收费标准制度体系，形成合理的政府

补贴标准，最高得 3分。 

2.4 保障机制

建设情况 

（4 分） 

建立有效的运营维护费用保障机制。 
建立运营维护费用保障机制，保护各方权益，确保项目

可持续运营，最高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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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三、模式

创新 

（10 分） 

项目整合情况

（4分） 

有效实施项目打包整合，形成社会资本“营利但不暴利”

的合作基础。 

项目整合打包同汇水分区等技术条件有效结合，为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建立良好的项目边界，最高分数 4分。 

PPP 进度情况

（3 分） 
有序推进 PPP 工作。 

完成社会资本政府采购程序，得 1分；完成项目公司组

建并落实融资，得 1分；实现项目落地，得分 1分。 

PPP规范性 

（3 分） 
PPP程序和相关机制合规。 

招投标程序及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程序

合规，形成基于可用性和绩效的收益机制并严格遵守

“绩效考核、按效付费”准则，未出现违规举债和政府

兜底条款。最高分数 3分。 

四、资金

使用和管

理 

（15 分） 

资金下达情况

（7分） 

中央奖补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及时下达到项目，同资金使

用有效衔接，有力支撑项目建设。 

按照下达到项目的中央资金占财政部已下达资金比例

计算，最高分数 4分；地方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不影响

项目推进，得分 3分，否则得 0分。 

投资执行情况

（4 分） 
投资执行迅速，较快形成有效投资。 

按照已完成投资额度占实施方案确定的截至年度绩效

评价时投资目标比重计算，最高分数 4分 

资金管理和使

用情况（4 分） 
资金管理规范，使用方向和程序上符合相关规定。 

有力执行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形成有效的绩

效机制，资金严格用于试点工作，申报、拨付及领用程

序符合规范要求，最高分数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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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2016年度绩效评价评分细则 

 

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一、任务分解

情况，详细规

划或系统化方

案（20 分） 

 

试点城市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将试点区域划

分成汇水分区（排水分区），海绵城市建设的目

标和问题导向，体现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的理念，

明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落实设施布局。 

汇水分区（排水分区）内的项目必须按照“源头

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要求实施。 

对于排水防涝治理项目，要涵盖源头减排（小区、

地块，达到规划确定的年降雨径流总量控制率要

求）、排水管渠（达到《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的

雨水管渠设计标准）、排涝除险（蓄、排结合，达到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规定的内涝防治设计标准）

等。 

对于黑臭水体整治项目，要涵盖控源截污、内

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提质等。 

试点区内的项目体现《关于批复 2016 年中央财政

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绩效目标的通知》（财建

〔2016〕546号）的试点目标要求。 

 

 

1.没有划分汇水分区（排水分区）的，扣 20分； 

2.没有细化分解经批复的具体指标并相应提出综合措施

的，扣 20分； 

3.汇水分区（排水分区）与要解决的问题和目标不一致

的，扣 10分； 

4.规划未按照汇水分区（排水分区）落实项目的，扣 10

分； 

5.不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要求落实

项目，扣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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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二、样板完成

情况（30分） 

2.1 完工的样板

工程涵盖类型

（20分） 

完工的样板工程类型丰富，项目类型应涵盖

“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要求。 

1.完工的样板工程必须要有建筑小区，没有的扣 15分； 

2.样板工程类型须涵盖“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

理”的要求，少一类扣 5分，最多扣 15分。 

3.现场抽查时，所有样板工程要留下影像证据。 

2.2 样板项目工

程有可复制性

（10分） 

设计根据问题导向或目标导向，施工质量高，

运营维护合理，且形成一定规模，可复制，可

推广。 

核实是否根据样板总结出适合当地特点的技术路线和实

施路径，对每一类样板工程要给出评价意见，满足要求

得 10分。 

三、制度机制

建设（20分） 

3.1 管理制度的

制定情况 

（8 分） 

制定划建设管控、区域雨水排放管理、将海绵

城市建设要求纳入“两证一书”、施工图审

查、竣工验收管理文件、蓝线和绿线管理的制

度，制度完善并得到落实。 

查看相关文件包括规划建设管控文件，城市蓝线和绿线

管理文件，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两证一书”、施

工图审查、竣工验收管理文件，区域城市雨水排放管理

相关文件，管理制度齐全的，得 4分，少一项扣 2分，

最多扣 4分。 

抽查 3个完工的项目，未按照管理制度执行的项目，每

发现一个扣 2分，最多扣 4分。 

3.2 技术标准的

制定情况 

（3 分） 

制定因地制宜的设计、施工及运营维护标准规

范，标准图集，技术导则。 

查看相关文件，标准规范、图集、技术导则全部齐全得 3

分，没有图集的扣 2分，没有技术导则的扣 2分，最多

扣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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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抽查完工的项目，未按照技术标准执行的项目，每发现

一个扣 1分，最多扣 3分。 

3.3 体制机制建

设情况 

（9 分） 

市领导重视并积极推进工作；各方协作，形成

多部门联动机制；海绵办成立独立的综合协调

机构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所有机制的支撑

性材料，包括会议纪要等。（4 分） 

提供成立工作机制（机构）的文件以及制度文件，体制

机制完善的得 2分，少一项扣 1分，最多扣 2分。 

提供相关的支撑性材料包括会议纪要等，佐证支撑材料

齐全的，得 2分，少一项支撑材料 1分，最多扣 2分。 

收益机制建设情况：形成有效的收费体系。（3分） 
根据项目类别建立收费标准制度体系，形成合理的政府补

贴标准，最高分数 3分。 

保障机制建设情况：建立有效的运营维护费用保

障机制。（2分） 

建立运营维护费用保障机制，保护各方权益，确保项目可

持续运营，最高分数 2分。 

四、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15分） 

项目整合情况 

（5 分） 

有效实施项目打包整合，形成社会资本“营利但

不暴利”的合作基础。 

项目整合打包同汇水分区等技术条件有效结合，为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建立良好的项目边界，最高分数 5分。 

PPP进度情况 

（5 分） 
有序推进 PPP 工作。 

完成社会资本政府采购程序，得分 3分。完成项目公司组

建并落实融资，得分 2分。 

PPP规范性 

（5 分） 
PPP程序和相关机制合规。 

招投标程序及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程序合

规，形成基于可用性和绩效的收益机制并严格遵守“绩效

考核、按效付费”准则，未出现违规举债和政府兜底条款。

最高分数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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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项指标 要  求 评价方法 

五、资金使用

和管理 

（15分） 

资金下达情况 

（9 分） 

中央奖补资金及地方配套资金及时下达到项目，

同资金使用有效衔接，有力支撑项目建设。 

按照下达到项目的中央资金占财政部已下达资金比例计

算，最高分数 6分。地方配套资金及时到位，不影响项目

推进，得分 3分，否则得 0分。 

投资执行情况 

（6 分） 
投资执行迅速，较快形成有效投资。 根据项目落地开工情况，最高分数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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