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自治区边销茶储备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立项情况：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供销合作社关于委托

边销茶地方储备代储企业的通知》（内财建二〔2004〕638 号）文

件立项。

实施主体：内蒙古绿泰源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自治区储备费用及利息补贴 300 万元，

完成 2500 吨边销茶储备。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1.绩效目标：边销茶储备政策是政府为了保障边销茶市场稳定

供应，本着以丰补歉、调节余缺、平抑市场、以应急需的原则，建

立边销茶储备 2500 吨。

2.完成情况：内蒙古绿泰源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承储

企业，2021 年 1月—12月完成 2500 吨边销茶储备任务，为满足自

治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党和政府

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有效发挥以丰补歉、调节余缺、

平抑市场、以应急需的作用。

内蒙古绿泰源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边销茶补贴专



项资金绩效目标，绩效目标申报表指标内容如下。

表 1：边销茶补贴专项资金 2021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性质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边销茶储量 2500 吨 定量指标

购买边销茶储备材

料个数
2个 定量指标

边销茶储备库个数 5个 定量指标

储备品种数 2个 定量指标

质量指标

边销茶种类完整率 ≥100% 定量指标

储备库环境合格率 ≥100% 定量指标

代储企业合格率 ≥100% 定量指标

边销茶储备品质 优 定性指标

经营网络覆盖率 ≥100% 定量指标

储备人员资格合格

率
≥100% 定量指标

时效指标

边销茶储备及时率 ≥100% 定量指标

边销茶储备期 12 月 定量指标

成本指标

采购边销茶储备材

料成本
50 元/吨 定量指标

储备费用 1550 元/吨 定量指标

边销茶储备利息 730 元/吨 定量指标

采购储备边销茶成

本
12767 元/吨 定量指标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边销茶稳定供应保

障
优 定性指标

可持续 价格稳定效果 价格稳定 定性指标



影响指标
供应稳定效果 价格稳定 定性指标

经济效益

补贴资金充足率

补贴资金可用于边

销茶储备工作正常

运行

定量指标

边销茶经营效益 利润为正 定量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定量指标

营销网点满意度 ≥95% 定量指标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目的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政办发

〔2021〕5 号）及其他相关文件要求，结合评价项目的特性，评价

工作组制定了 2021 年“绿泰源公司自治区边销茶储备补贴资金”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

法，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客观反映项目取得的绩效。通过绩效

评价，衡量项目资金的产出与效果、分析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

标、资金使用是否合规，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制定、提升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预算管理提供参考。

（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批复的项目预算资金为 243.00 万元，实

际支出 243.00 万元，全部用于边销茶储备费用及利息支出。

（三）项目资金产出情况

2021 年收到自治区储备费用及利息补贴 243.00 万元,补贴资



金已全部用于边销茶储备产生的相关费用支出。项目的实施，完成

2500 吨边销茶储备任务，为满足自治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

活所需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真正落到

实处，有效发挥以丰补歉、调节余缺、平抑市场、以应急需的作用。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边销茶储备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边

销茶储备及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边销茶储备保管制度》和《边销

茶出入库管理制度》规定组织实施储备工作，专项经费支出按照以

下管理规定执行。

1.使用原则

（1）依法使用。经费使用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

务规章制度。

（2）专款专用。经费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开支范围管理使

用，不得挪作他用；坚持预算管理、注重绩效。

（3）厉行节约。坚持量入为出，预算控制，厉行节约，注重实

效。

2.强化监督

（1）凡是报销的各项支出，须提供真实合法的原始凭证，由经

办人、负责人签字并按照经费支出审批权限审批后，方可报账；

（2）规定了报销审批权限；

（3）设置了事前审批流程及权限；



（4）对重点经费开支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供销社下达的储备计划，组织实施

储备工作，并将执行情况报财政厅备案。对边销茶储备严格做到专

库、专人管理，规范填制储备票据和台账，单独设账，专户管理，

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按照要求报送各种财务报表和财务分析，

每年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边销茶储备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确保边销茶

储备工作规范有效实施。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在自治区供销社和绿泰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

运转情况正常，已完成边销茶 2500 吨地方储备的任务量，保障了

边销茶市场稳定供应，达到了自治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所需的

预期效果。预算 243.00 万元，实际支出 243.00 万元，项目资金支

出率 100%。

项目产出评价是对项目资金投入的产出效果所做的综合分析，

包括 4 个二级指标，项目产出评价得分如下表所示：

表2： 项目产出评价得分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产出 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 产出时效 产出成本

满分分值 50 12 18 10 10

评价得分 50 12 18 10 10

得分率 100% 100% 100%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产出按照实际数据计算得出。

扣分原因 -

1.产出数量分析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的产出数量主要是完成边销茶

储备量、购买边销茶储备材料个数、边销茶储备库个数、储备品种

数,实际工作中实现了上述目标任务。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边销茶储备量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2500 吨 2500 吨

购买边销茶储备材料个数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2个 2个

边销茶储备库个数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5个 5个

储备品种数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2个 2个

产出数量得分 12 分，得分率 100%。

2.产出质量分析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产出质量主要包括边销茶种类

完整率、储备库环境合格率、代储企业合格率、边销茶储备品质、

经营网络覆盖率、储备人员资格合格率等内容，所采购边销茶均是

国家民委定点生产厂家，具备国家法定质量监督机构公证检验合格

证明，对边销茶储备做到专库、专人管理，规范填制储备票据和台

账，单独设账，专户管理，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按照要求报

送各种财务报表和财务分析，确保边销茶储备工作规范有效实施。

边销茶储备工作符合各项标准和规定。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边销茶种类完整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储备库环境合格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代储企业合格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边销茶储备品质 定性指标 正向指标 优 优

经营网络覆盖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储备人员资格合格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产出质量得分 18 分，得分率 100%。

3. 产出时效分析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产出时效主要包括边销茶储备

及时率、边销茶储备期等内容。从结果看，设定的目标均按照要求

及时进行边销茶储备且在规定储备期内完成，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

所示：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边销茶储备及时率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00% 100%

边销茶储备期 定量指标 正向指标 12 月 12 月

产出时效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4.产出成本分析

根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的产出成本主要包括完成采购



边销茶储备材料成本、储备费用、边销茶储备利息、采购储备边销

茶成本,实际工作中边销茶储备各项成本费用均在目标计划范围。

具体完成情况如下表：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采购边销茶储备材

料成本
定量指标 反向指标 ≤50 元/吨 40 元/吨

储备费用 定量指标 反向指标 ≤1550 元/吨 1525 元/吨

边销茶储备利息 定量指标 反向指标 ≤730 元/吨 728 元/吨

采购储备边销茶成

本
定量指标 反向指标

≤12767 元/

吨
12678 元/吨

产出成本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效益评价是对项目产出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经济效

益所做的综合分析，包括 3个二级指标，项目效益评价得分如下表

所示：

表3： 项目效益评价得分

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可持续影响 经济效益

满分分值 30 10 12 8

评价得分 30 10 12 4

得分率 100% 100% 100% 50%

评价结论 保障了边销茶及时、稳定供应，满足了边销茶饮用需求

扣分原因 2021 年绿泰源公司利润为负，补助资金不能弥补亏损。



1.社会效益分析

社会效益主要是通过加强储备管理,保障边销茶市场稳定供应,

实际实施效果较好，该指标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2.可持续影响分析

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的可持续影响主要包括价格稳定

效果和供应稳定效果指标。从实际实施效果看，边销茶价格及供应

较稳定，能满足需求。该指标得分 12 分，得分率 100%。

3.经济效益分析

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该项目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补贴资金充

足率和边销茶经营效益指标。从实际实施效果看，通过边销茶储备

工作实施，总体提高了公司效益，但仍无法完全弥补亏损。该指标

得分 4 分，得分率 50%。

（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基于本次评价的补助资金类型，为了充分了解群众满意度和营

销网点满意度，我们对群众及营业网点组织了问卷调查，通过线上

问卷调查，满意度得分 95.46%，结论有效，得分 10分。

（四）自评得分情况

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6 分。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实施存在问题

委托边销茶地方储备费用和利息补助无具体测算依据，绿泰源



公司在承储边销茶期间，储备费用增长较快，主要是融资成本高，

资金来源主要是商业贷款，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35%，人力成本，

运输，仓储等费用逐年增加，增加承储企业负担。

（二）资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绿泰源公司将继续做好自治区边销茶储备的相关工作，定期检

查边销茶库存情况，做好防火、防虫、防鼠工作，保证边销茶储备

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措施及办法

绿泰源公司下一步将严格按照市场行情及项目实施情况，年初

制定细化可行的预算，并在年度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保证资

金有效利用。

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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