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水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节水型社会建设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志功 联系人 冯志宽

联系电话 1522529560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76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76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出台《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郑州市开展节水
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对各项重点工作和保障机制进行了安排，并持续开展起了节
水型社会建设。在每四年一次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考核中，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在节水
宣传、节水载体创建、节水工程建设和节水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一直发挥着建设作用，对郑州
市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郑州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响应开展国家节水行动的号召，2019年进一步出
台《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强力提升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水平及县域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组织各行各业、企事业单位、社区和个人全面实施节水，努力营造全社会节水氛围，
将水资源集约利用和保护推到了社会建设的新高度。

立项依据

郑州市是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和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定期复验，在2019年复验过程中，
复验组指出了我市在非常规水利用、节水载体创建等方面的薄弱环节。为了更好地落实习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治水方针，响应开展节水行动的号召，2019
年出台了《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强力提升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水平及县域节水
型社会建设达标，组织各行各业、企事业单位、社区和个人全面节水，努力营造全社会节水氛
围，将水资源集约利用和保护推到了社会建设的新高度。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非常规水资源利示范试点建设、水平衡测试及节水载体创建资金补贴等项目的开展，促进全
市各行各业树立节水优先理念，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促进人们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进郑州市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
（郑财农〔2020〕14号）

项目实施计划 预算批复后下达到各县（市）区。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我市水资源管理及节水工作将进一步完善，实现更好的节水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利于改善生产、生活用水能力，提高全市节水管理水平，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顺应了人民群众殷切期望，必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我市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水资源、水生态支撑和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项目 =10个

节水载体建设完成率 ≥90%

质量 示范工程取新水下降率 ≥20%

时效 项目完成时间与财政考核匹配 及时

成本 目标成本控制与预算匹配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节水单位用水效率提升 ≥20%

社会效益
节水意识 ≥90%

节水单位环境 改善

环境效益 节水单位载体创建 改善

满意度

节水载体创建企业满意度调查 ≥90%

节水载体创建单满意度调查位 ≥90%

节水载体创建居民小区满意度调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积极配合 正常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及时共享 及时

其它



郑州市水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旱灾害防御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朱传芳 联系人 姜浩

联系电话 67721907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817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17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7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74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救灾新理念，围绕“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及各级领导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
指示和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部门文件精神，结合郑州市水利局职责任务和历年来工作
的连续性，开展防汛网络、平台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的运行维护，防汛物资储备及仓储管
理，水情报汛、水旱灾害防御应急能力建设等项目，全面做好我市2021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立项依据

根据《防洪法》和《中共郑州市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四水同治加快推进新时代水利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郑发﹝2019﹞1号）等相关精神，结合郑州市水利局《三定方案》，运行管
理和水旱灾害防御处负责水旱灾害防御相关工作，通过防汛物资储备和管理、信息平台的维护、
水利工程水毁修复和抗旱服务能力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全面提升我市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确保我
市水利工程安全。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水旱灾害防御项目内容全面，可实施性强，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保障日常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
开展，进一步夯实水旱灾害防御基础，有效的提高我市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为全市防汛抗旱工
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全市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根据工作需要，联合市财政局出台《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专项资金实施细则》，从项目的立项、
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管，按时间节点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推进项目进展，加强组织领导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2月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项目政府采购，2021年4月进行物资储备项目、预案编制等进
行政府采购，5-9月汛期根据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和水旱灾害防御情况安排水旱灾害应急项目，确
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水旱灾害防御项目是我市水利行业防御洪涝旱灾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成为我市每年持续开展的、
必须高质量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通过项目建设可以提高我市抵御水旱灾害风险的能力，进一步
消除安全隐患，并为全市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对周边经济、社会、环境实现
可持续性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水旱灾害防御项目是我市水利行业防御洪涝旱灾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成为我市每年持续开展的、
必须高质量完成的主要工作之一，通过项目建设可以提高我市抵御水旱灾害风险的能力，进一步
消除安全隐患，并为全市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对周边经济、社会、环境实现
可持续性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补充防汛编制袋 =400000条

防汛打桩机 =9台

编制防汛预案 =2个

防汛物资储备管理 =1年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预案是否通过专家评审 是

预案编制是否符合规划大纲 是

时效 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完成 及时

成本
总成本 817万元

支出是否控制在预算内 是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是否确保水利工程安全 是

是否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是

环境效益 有利于改善周边环境 是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已完成项目是否良性运行 是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水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朱传芳、王学军、乔
海平、郭长松、荆瑞

刚、岳克宏

联系人

申胜龙、耿现州、刘彤、
刘杰、景党荣、吕齐友、

陈梅娜

联系电话 6772189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98341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98341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84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844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水利发展资金主要是：1.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对全市104座小水库维修养护进行资金补助；
2.水利前期工作：编制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十四五”农村供水
保障、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一河（库）一策”阶段修编，水源工程及生
态水系运行调度运用方案，桃花峪水库建设对郑州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3.水土保持:
完成水土保持治理面积7.4平方公里；4.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河长水质断面、地下水动态监测
费，全市水资源公报编制，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年度评估；5.水利工程质量巡检：对在建工
程质量进行巡检；6.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7.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对郑州市330万农
村供水人口，按照每人2元的标准列支维修养护经费。

立项依据

1.按照水利部“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工作思路，结合水利部门职责，为了保障
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2.水利前期工作：编制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十四五”规划，“一河（库）一策”阶
段修编，水源工程及生态水系运行调度运用方案，桃花峪水库建设对郑州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及对
策研究；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
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
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四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开展水土流失调查、公告、水土保持监督监测、水土保
持规划编制和综合治理工作；4.全市水资源公报等编制项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河南省水资源管理指标方案》工作大纲，《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 
23598-2009）。开展地下水动态监测：《地下水监测规范》（SL/T183-96）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
方案年度评估：《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河南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豫发改环资〔2019〕
789号），《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郑发改环资字〔2019〕671号）。河长水质断面监测：
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在市级河长责任河流县级区域内设
置河长水质断面，监测河流水质变化情况，以此让河长在同平台上找差距，通过协调各方力量改
善河湖水质；5.《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水建〔1997〕339号）、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
程（DB41/T1297-2016）、《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实体质量巡回检测管理办法（试行）》
（豫水建〔2014〕6号）、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规范（DB41/T1919-2020）等相关规定都明确规定质
量监督部门应加强质量巡检工作。其中《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五条：“根据需要，
质量监督机构可委托经计量认证合格的检测单位，对水利工程有关部位以及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
工程设备进行抽样检测”；6.依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2〕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3〕2号）、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行动方案》（水资源〔2016〕379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推进新时代水
利现代化的意见》（豫政〔2018〕31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实施意见》（豫政〔2013〕69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3〕104号），严格强度指标管理，明确区域强度控制
要求，做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7.1. 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供水工程有钱建无人管的问题
作出重要批示，2019年4月16日在重庆主持召开“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
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以及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统筹解决好包括贫困人口在内
的饮水安全问题”要求，水利部、财政部将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纳入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支
出范围，对中西部及东部中央苏区、深度贫困地区省份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予以补助支持。
2.水利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央财政补助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安排使用的指导意
见》（水财务〔2019〕157号）要求：（1）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切实转变理念，加
强政策引导和奖惩激励，落实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加快建立农村饮水工程良性运行机
制，做到建管并重，确保工程正常运行，保障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2）地方要切实落实对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一是通过维修养护，提升我市小型水库工程的管养水平，保证水库安全运行，发挥水库工程应有
的效益。二是根据相关要求完成规划编制任务，提出涉水空间管控措施，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支
撑；提高黄河水资源利用效率，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
施，找准解决移民发展主要问题的切入点；使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项目区群众的
生产和生活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列清河湖管理年度任务，为解决河湖管护问题提供依据；通过
制定水源工程及生态水系运行调度运用方案，以期达到提高生态水系运行调度管理水平；分析黄
河干流桃花峪水库建设对郑州的影响，研究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利用桃花峪水库解决水资源“
瓶颈”对策。三是水土保持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后，可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4km2，项目区群众
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四是持续推进全市水资源公报编制工作、落实地下水动态监
测，为水资源管理提供年度技术支撑，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滚动实施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评
估，促进郑州市节水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五是质量巡检工作是对在建项目的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
措施，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及时发现建设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可以进一步确保工程顺利完工并
安全运行。六是完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通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为科学制
定农田灌溉发展目标和分析农业节水潜力提供主要依据，促进全市科学有效利用水资源。七是农
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通过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能加快建立全市农村饮水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做
到建管并重，提升工程运行管护水平，确保全市农村饮水工程正常运行，保障人民群众喝上放心
水，持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水利局联合出台了《郑州市市级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郑州市
市级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为确保项目实施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各单位、
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县（市）区提前下达，预算批复后项目实施。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一是通过维修养护，提升我市小型水库工程的管养水平，保证水库安全运行，发挥水库工程应有
的效益。二是根据相关要求完成规划编制任务，提出涉水空间管控措施，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支
撑；提高黄河水资源利用效率，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
施，找准解决移民发展主要问题的切入点；使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项目区群众的
生产和生活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列清河湖管理年度任务，为解决河湖管护问题提供依据；通过
制定水源工程及生态水系运行调度运用方案，以期达到提高生态水系运行调度管理水平；分析黄
河干流桃花峪水库建设对郑州的影响，研究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利用桃花峪水库解决水资源“
瓶颈”对策。三是水土保持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后，可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4km2，项目区建设
完成后，水土流失累计治理程度达到82.22%；年保土效益量1.68万吨，减沙效益达63.02％；年
保水效益量147.42万立方米，保水率达到21.72％。同时使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项目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四是持续推进全市水资源公报编制工作、落实地
下水动态监测，为水资源管理提供年度技术支撑，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滚动实施郑州市节水行动实
施方案评估，促进郑州市节水相关工作有序推进。五是质量巡检工作是对在建项目的监督管理的
一项重要措施，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及时发现建设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可以进一步确保工程顺
利完工并安全运行。六是完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具体目标为完成18个固定样点和20
个机动样点测算，通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为科学制定农田灌溉发展目标和分析农业节
水潜力提供主要依据，促进全市科学有效利用水资源。七是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通过维修养
护项目实施，可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213处，覆盖服务人口40万人。并能加快建立全市农村饮
水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做到建管并重，提升工程运行管护水平，确保全市农村饮水工程正常运
行，保障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持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维修养护，提高小型水库工程的管养水平，进一步发挥水库工程应有的防洪效益；项目实施
对于强化水利基础设施空间管控，促进水生态保护修复，优化郑州市干支流黄河水资源的空间配
置，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大中型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改善移民
生产生活状况，促进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水平，提升河
湖管理效果，改善河湖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为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提供水安全保障和支撑。根据工程
进展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工作，对工程建设质量进行原材料、中间产品、工程实体及外观质量进行
抽检。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4平方公里，完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农村供水工程维修
养护213处，覆盖服务人口40万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水质监测报告 =12份

小型水库数量 104座

编制完成规划、方案数量 7个

防治水土流失 7.4平方公里

水资源公报成果报告 1个

地下水动态报告 1个

节水行动方案实施效果评估 1个

巡检批次（年） 3批次

抽检工程 15次

固定样点 18

机动样点 20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 213处

质量

河湖长制年度考核 优秀

检测报告正规 达标

项目验收合格 合格

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通过评审

是否符合编制大纲 是

时效

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完成 及时

12月完成专家评审 =100%

出具检测报告 及时

成本 支出是否控制在预算内 是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小水库是否运行安全 是

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 是

是否有利于促进河长履职尽责 是

是否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 是

消除抽检水利工程隐患 ≥90%

是否为促进节水型农业建设和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标准支撑

是

农业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覆盖人口 40万人

资金直补受益移民数量 75465人

公众满意度 ≥90%

环境效益

是否有利于改善水质 是

是否有利于周边环境改善 是

满足河道基本生态流量需求 12条

是否有利于水环境改善 是

是否促进城市生态环境改善 是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小水库管养水平 提高

项目发挥作用的期限 长期

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行 是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水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经费

单位编码 04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岳克宏、赵宝全、陈

宏旭、史书庆
联系人 申胜龙、赵艳霞

联系电话 6672197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9884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9884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1538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1538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经费包含：河长制工作经费、行政法制审批专家评审、贾鲁河保护条例宣传、
精神文明建设；行政执法、安全生产、质量监督培训、水土保持宣传费、内审经费、项目绩效评
价、安全监督检查。

立项依据

1.根据政部制定的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水利行业业务管理主要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及行业
标准、规程规范、进行水利宣传、审计监督检查、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农田水利管理、水利重大活
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水利资金监督管理、水利国有资产监管、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等
2.按照国家和省里统一部署，为抓好工作落实，《郑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郑办〔
2017〕37号），市水利局下设河长制工作处，承担河长制办公室日常办公工作，市财政局作资金
保障。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公布　自
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
政予以保障，按照批准的预算予以核拨。”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
保持监管的意见》要求，组织召开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技术审查、水资源论证、防洪影响评价。对
企业审批需邀请有关方面专家进行现场查看，并对报告出具技术审查意见。
4.根据《关于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郑政〔2016〕37号文件精神，要求各级各部门
加快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需聘请法律顾问协助把好
政策关、法律关。
5.根据《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令第11号）第八条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工
作需要，合理配备内部审计人员。除涉密事项外，可以根据内部审计工作需要向社会购买审计服
务，并对采用的审计结果负责。
6.按照《郑州市市级预算项目政策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等6个办法的通知（郑财绩
[2020]1号），第十条市级部门根据情况，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政策事前绩效评估，所需
经费由单位统筹公用经费和一般性项目支出解决。《郑州市市级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第七条绩效评价原则上以上一年度为周期，根据工作需要，可开展一定实施期的绩效
评价，可委托第三方参与实施。
7.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实施前有关单位责任分工的通知》
(郑政明电〔2020〕7号)，由市水利局负责对《郑州市贾鲁河条例》宣传贯彻工作，要通过多种
途经，采取发放宣传资料进行宣传。
8.按照《河南省水政监察规定》（豫政〔1998〕56号）第八条，“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水政监察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水政监察制度，加强对水政监察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
核。水政监察人员经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能任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豫发〔2017〕31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河南省
安全生产条例》等文件精神，持续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培训，进一步加强水利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工作，提升水利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依据《关于开展水利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的指导意见》（水监督[2018]323号）、《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细则》、《郑州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郑政
[2018]29号）等文件精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依据郑州市水利局三定方案要求，负责指导全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落实河长制工作任
务；协调河湖管理保护重大问题和重点事项；监督管理河道采砂工作；承担市河长制办公室日常
工作等。负责取水许可的审批工作；负责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工作；负责计划用水单位用水指标
的核准工作；负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工作；负责局属单位内部审计工作。提出市
级水利财政资金安排建议，并协调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水利工程质量
和安全监督，指导水库大坝的安全监管；指导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监督水利行业从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工作，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统计分析；负责全市水政监察、水政执
法和涉水违法事件查处工作；组织指导普法教育工作；承担机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河长制工作内容和要求，对郑州市境内的河道、水库等进行全覆盖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预算批复后执行。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河长制工作的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得到加强，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实现河湖环境
整洁优美、水清岸绿，改善水生态环境。通过聘请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落实市政府实
行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对预算项目的经济
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对执法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考核，不断加强水
政监察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水政监察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和考核，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强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提升水利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依法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监
督管理，推动构建水利行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河长制工作的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得到加强，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实现河湖环境
整洁优美、水清岸绿，改善水生态环境。通过聘请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落实市政府实
行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对预算项目的经济
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对执法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考核，不断加强水
政监察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水政监察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和考核，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强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提升水利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依法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监
督管理，推动构建水利行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媒体宣传报道数 ≥25篇

对已受理的技术报告组织专家评审
率

=100%

绩效评价评报告 1

执法人员培训 60人

安全生产培训 50人

质量监督培训 50人

印刷《条例》单行本 =20000本

隐患排查、风险评估报告 4本

质量

专业性 达标

行政审批技术支撑专业度 提高

绩效报告正规 符合相关要求



产出目标

质量
培训出勤率 =100%

印刷达标，满足宣传需要 满足相关要求

隐患排查、风险评估报告正规 符合相关要求

时效
时效性 及时

按时间要求及时完成 及时

成本 支出是否控制在预算内 是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增强民众对河湖关注度 较好

行政审批政务服务能力 提升

水政监察执法队伍执法能力 加强

培训人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提升

依法行政水平 提高

加大《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宣
传力度，提升公众遵法守法意识

提高

保障生产建设正常运行能力 提高

环境效益 改善河湖环境 较好

满意度

群众对河湖满意度 ≥90%

民众满意度 ≥90%

培训效果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健全河湖长制工作机制 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水利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

单位编码 04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朱传芳 联系人 耿现州

联系电话 6772198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569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569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要用于贾鲁河可用性服务费投资21381万元，绩效服务费4309万元。贾鲁河综合治理范
围：治理长度62.77km，包括生态治理长度（尖岗水库至中牟陇海铁路桥）49.67km ，河道疏挖
长度（陇海铁路桥至大王庄弯道）13.1km。主要建设内容：河道疏浚开挖、河堤填筑、拦蓄景观
水坝、排水涵闸、游园广场、景观绿化等工程,PPP部分概算投资28亿元。

立项依据

2016年，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将贾鲁河打造成郑州市的“金腰带”、“绿珠链”，建成安全
河、景观河、生态河、幸福河和文脉河，使之成为郑州市新的名片，为了实现这个愿景，郑州市
委、市政府从建设生态郑州、改善人居环境、将郑州市打造成中西部水域靓城的目标出发，提出
了建设“全国生态水系”、“循环水系”的理念，将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作为郑州市生态文明的
基础、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进行全面综合生态修复。河南省发改委对项目进行了核
准批复，郑州市水利局与贾鲁河项目公司签订了PPP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达到支付条件。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贾鲁河郑州市河段多年来未进行系统治理，现状大部分河段淤塞严重、行洪断面窄，部分跨河建
筑物标准不足、桥梁阻水，防洪排涝标准低，加之河道水质污染严重，沿河生态环境较差，严重
影响郑州市的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品位。2013年，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市作为中原
经济区的核心城市，被国家批准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同时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45个
水生态文明城市之一，而贾鲁河现状与其要求差距甚远。为建设美丽河南、美丽郑州，提高郑州
市城区防洪排涝能力，改善河道水环境，提升郑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及投资环境，实现郑州航空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等战略目标，对贾鲁河进行综合治理是十分必要和迫切
的。
目前项目进入正式回购期、运营维护期，为了确保项目公司能按时回收投资成本及做好项目管养
精细化，以及项目全面完工，列入2021年财政预算很有必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建设期建设成本管理办法>的批复》
（郑政函【2017】353号）《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预算批复后，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运行养护工作，达到合同约定运营绩效服务考核标准。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根据PPP合同对运营维护内容约定，运维目标对涉及河堤、河岸护砌、拦水坝、排水涵、防汛道
路、桥梁等项目的养护维修；对滨水景观工程主要涉及水质保持、河道岸线、湖泊湿地、绿化种
植、景观节点、设施小品、景观照明、绿化灌溉等项目的运行维护；通过项目实施，为游人提供
一个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活跃居民生活，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实现河道工程和防汛路工程的运营维护，为游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活跃居民生活，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河道养护 49.67公里

防汛道路养护 49.67公里

质量
河道养护验收合格率 =100%

防汛道路养护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年考核 每年两次定期考核

成本
可用性服务费 =21381万元

绩效服务费 =4309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是否有利于环境改善 是

居民生活环境是否得到提高 是

环境效益
净化空气 净化市区内空气，提高空气质量

保护生物 维护流域内生物多样性

满意度 沿河居民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河道养护范围内河道运行是否正常 正常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5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黄刘建 联系人 马亚彬

联系电话 67721672

开始时间 2020-06-01 结束时间 2020-09-0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市河道溺亡事件时有发生，防溺亡任务异常繁重，根据《河南省综治委等十一部门关于开展预
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豫综治办【2018】33号）、《郑州市综治办等十三部门
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郑综治办【2018】12号）要求，需加强河道
沿线的管理，拟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制作宣传标语、宣传册等。

立项依据
根据《河南省综治委等十一部门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豫综治办【
2018】33号）、《郑州市综治办等十三部门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郑综治办【2018】12号）要求。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我市河道沿线居民河边休闲游玩意识强烈，溺亡事件时有发生，防溺亡任务异常繁重，为确保河
道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需加强河道沿线的管理，拟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制作宣传标语
、宣传册等。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根据“防溺亡巡查制度”，组织专职巡查人员负责河道沿线防溺亡工作，制定完善的未成年人防
溺亡实施方案，形成巡查检查的长效机制，通过新媒体、宣传页等方式加强宣传及防护措施。确
保河道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防溺亡巡查制度”，组织专职巡查人员负责河道沿线防溺亡工作，制定完善的未成年人防
溺亡实施方案，形成巡查检查的长效机制，加强防护及宣传。确保河道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开展河道未成年人防溺亡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未成年人和家长对安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建立健全防止未成年人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和保障体系，逐步建立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安全管理的
长效机制，避免未成年人溺水事故。

年度绩效目标

于2021年6月1日至2021年9月1日开展河道未成年人防溺亡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未成年人和家长
对安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健全防止未成年人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和保障体系，通过新媒体
、宣传页等方式加强防溺亡工作，逐步建立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避免未成年
人溺水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地铁电视宣传 ≥5日

防溺亡宣传彩页 ≥15000页

发送短信数量 ≥100000条

质量 项目质量合格性 合格

时效 项目开展时间合理性 合理

成本 按照相关标准收费 按照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防溺亡宣传有效性 有效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相关宣传材足量料 足量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生态水系运行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5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黄刘建 联系人 马亚彬

联系电话 6772167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341006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41006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99622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99622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生态河道8条，按照水管体制改革要求，实行管养分离，生态河道维修养护通过公开招标，由养
护公司进行日常养护。输水工程承担着金水河、熊耳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潮河、贾鲁河等
河道的供水任务。

立项依据
人大批准的《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郑州都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规划》及《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郑州市生态水系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09〕86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生态水系运行费主要用于河道（包括桥梁、拦蓄水建筑物）的养护和生态水系调度等项目，通过
生态水系运行的实施，能有效提高河道沿线绿化景观效果、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生态水系
河道自身修复功能。河道养护长度91.1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无违章建筑、无垃圾、无枯树杂
草，景观绿化管理有序，河面无漂浮物;生态水系运行,通过邙山提灌站及牛口峪引黄工程调引黄
河水向河道供水,调水量2.14亿立方米，可满足河道生态基流需求。
通过生态水供给，可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平衡水资源分布，同时满足沿河居民对美好水环境、绿
化景观的向往，为居民提供优美的休闲游玩场所，为我市水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基础，为郑州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水生态贡献。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制定了《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预算管理办法》、《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
处财务管理办法》、《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郑州市河道工程管理处河
道管理养护标准》等制度，生态水系运行项目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以确保工作程序规范。

项目实施计划
一、河道、河道附属物及输水工程养护；二、生态水系输水运行；三、拦蓄水建筑物维修；四、
水毁修复等有关河道范围内正常运行的项目。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生态水系运行费主要用于河道（包括桥梁、拦蓄水建筑物）的养护和生态水系调度等项目，通过
生态水系运行的实施，能有效提高河道沿线绿化景观效果、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生态水系
河道自身修复功能。河道养护长度91.1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无违章建筑、无垃圾、无枯树杂
草，景观绿化管理有序，河面无漂浮物;生态水系运行调水量6.42亿立方米（三年），可满足河
道生态基流需求。
通过生态水供给，可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平衡水资源分布，同时满足沿河居民对美好水环境、绿
化景观的向往，为居民提供优美的休闲游玩场所，为我市水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基础，为郑州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水生态贡献。



年度绩效目标

生态水系运行费主要用于河道（包括桥梁、拦蓄水建筑物）的养护和生态水系调度等项目，通过
生态水系运行的实施，能有效提高河道沿线绿化景观效果、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生态水系
河道自身修复功能。河道养护长度91.1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内无违章建筑、无垃圾、无枯树杂
草，景观绿化管理有序，河面无漂浮物;生态水系运行，通过邙山提灌站及牛口峪引黄工程调引
黄河水向河道供水，调水量2.14亿立方米，可满足河道生态基流需求。
通过生态水供给，可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平衡水资源分布，同时满足沿河居民对美好水环境、绿
化景观的向往，为居民提供优美的休闲游玩场所，为我市水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基础，为郑州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水生态贡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养护河道长度 91.1公里

生态水系运行调水量 2.14亿立方米

河道附属物橡胶坝养护 19座

河道附属物液压坝及钢坝闸养护 12座

河道附属物桥梁养护 49座

河道堤防水毁修复 5个

质量

河道、河道附属物及输水工程养护
验收合格率

=100%

生态水系调水量统计准确率 =100%

时效

河道、河道附属物及输水工程养护
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生态水系调水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拦蓄水建筑物维修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河道、河道附属物及输水工程养护
经费拨付使用率

=100%

生态水系调水资金拨付使用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推动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水生
态发展

推动

保障河道生态水量需求 ≥河道基本生态流量

改善水生态环境 改善

提升河道周边人居质量 提升

环境效益 是否有利于环境改善 是

满意度 沿河居民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影响力目标

其它 河道养护范围内河道正常运行 正常



郑州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旱灾害防御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6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刘军 联系人 武小坤

联系电话 13333712032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维护项目，为保证已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正常运行和发
挥长期效益，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运行维护指南和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要求，对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包括网络设备、服务器及附属设
备、预警信息发布设备、软件系统、视频会商系统、基础环境等软硬件设施，定期检查设备的运
行情况，排除设备故障，修复、更换出现故障的零部件等，保障设备功能正常，通讯网络安全稳
定，视频会商系统正常运行，机房基础设施安全可靠;对软件进行必要的更新、维护和汛期监
管，确保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正常。

立项依据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运行维护指南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设施设备运
行维护管理要求》办防【2019】102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维护，保证平台正常运行，实现汛期监测，开展与市防指、气象、黄
河、城市等多部门联合防汛会商，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最大限度发挥市级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平台防灾减灾效能，保证山丘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运维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在系统出现问题时，现场技术人员通过服务提供方提供7×24小时的值班电话、手机等技术手段
寻求技术支持。响应中心的工程师应能通过远程诊断故障，配合现场服务工程师完成软硬件修复
。当一线现场服务和远程支持不能解决问题时，乙方应协调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等设备及相
关软件的原厂服务工程师对其品牌的软硬件进行现场技术支持，解决问题，完成软硬件修复。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专业运维服务，对郑州市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运行维护流程提供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流
程，并通过专业的技术支持为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运行维护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平台，保
障平台正常使用、运行环境稳定、系统及数据高效、可靠和安全运行，并保障运行设备全方位管
理、及时的故障恢复，保证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涉及的各应用系统和数据集中运行的设备
正常运行及应用系统的建设需要，达到高效、稳定、安全和高扩展性，为实现信息化建设的可持
续发展奠定集中统一的设施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对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包括网络设备、服务器及附属设备、预警信息发布设备、软件系统
、视频会商系统、基础环境等软硬件设施，定期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设备故障，修复、更
换出现故障的零部件等，保障设备功能正常，通讯网络安全稳定，视频会商系统正常运行，机房
基础设施安全可靠;对软件进行必要的更新、维护和汛期监管，确保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正常。在
防汛期间提供：1、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硬件问题，立即响应；2、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软件
问题，立即响应；3、办公设备故障，立即响应。在非汛期提供：1、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硬件
问题，0.5小时响应；2、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软件问题，立即响应；3、办公设备故障，0.5小
时响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软件系统 ≥7套

服务器及附属设备 =12台套

预警信息发布设备 =1套

网络设备 =11项

维护视频会商设备 ≥25项

质量 运行维护合格率 =100%

时效 设备维护保养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及时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共享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尖岗水库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振伟 联系人 秦留明

联系电话 86609181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9929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9929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8711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8711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尖岗水库位于贾鲁河上游，是郑州市最大的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6070万m3，控制流域面
积113k㎡，下游紧邻郑州市区、陇海、京广铁路及107、310国道等重要干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为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本年度水库管理处计划
结合尖岗水库的实际情况，对主坝、副坝、溢流坝、河道堤防等工程进行管理及维修养护。

立项依据

依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河南省水管体制改革实施办法》、《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06]25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豫政办[2007]25号）、《郑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5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15]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实施对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十分必要。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水库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够保障工程安全运行，提高防洪和供水能力，确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水库生态和谐，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有效降低未成年人溺亡。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调蓄水利工程，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够保障工程安全运行，提高防洪和供水能力，确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水库生态和谐，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有效降低未成年人溺亡。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调蓄水利工程，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勾缝 =1750㎡

更换闸门 =1台

干砌石护坡 =150m3

整修管理房 =170㎡

水文水情报及监控设施维护 =1套

自动化设施维护 =1套

变压器 =1台

清扫机 =1台

土方开挖 =121m3

砖砌体 =60.4m3

乔木养护 =37096棵

地被养护 =20119.03㎡

标志牌 =5块

刀片网 =300米

质量

水工建筑物完好率 ≥85%

水质标准 Ⅲ类及Ⅲ类以上

道路路面 整洁无杂物

时效 采购完成时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

成本

养护经费 ≤233.72万元

数字模型建立及运行安全分析 ≤95万元

水源地生态保护、库区绿化、防溺
亡

≤170.57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郑州市应急调水保证率 =100%

环境效益

水源地环境 改善



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

绿化覆盖率 ≥90%

满意度 水库周边市民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水库巡查制度 建立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尖岗水库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旱灾害防御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振伟 联系人 可友国

联系电话 8660918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4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4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期防灾减灾新理念，遵循以
防为主的防汛方针，进一步提高防汛减灾保障能力、做好险工险段应急抢险物资储备工作，计划
2021年补充砂石料1311㎡

立项依据
我处按照豫防办[2018]48号和郑防办[2018]30号文件要求和水利部专家组督导意见，依据《防汛
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298-2004）重新测算了尖岗水库防汛物资储备定额。通过防汛物资
全盘清点，对照定额，尖岗水库部分防汛物资仍存在缺口。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实施，对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提升十分必要，保障水
库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内部控制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实施后，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期防灾减灾新理念，遵循以防为主的防汛方
针，提高防汛减灾保障能力，做好险工险段应急抢险物资储备；保障水库防汛抢险物资供给，确
保水库抢险工作有序开展。从而，保障水库工程安全，确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水库生
态和谐，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时期防灾减灾新理念，遵循以防为主的防汛方
针，提高防汛减灾保障能力，做好险工险段应急抢险物资储备；保障水库防汛抢险物资供给，确
保水库抢险工作有序开展。从而，保障水库工程安全，确保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水库生
态和谐，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砂石料 ≥1311立方米

质量 水工建筑物完好率 =100%

时效 防汛物资储备 =12月

成本

储备防汛物资 ≤38.842万元

防汛演练 ≤5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郑州市防洪和应急调水保证率 =100%

市民满意度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巡查制度 建立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冠英 联系人 王筱潇

联系电话 13607679240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7183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7183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8806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8806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常庄水库2021年维修养护项目是依据国家《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河南省
水管体制改革实施办法》、《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5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等有关政策规定，为确保郑州市防洪、应急供水等社会效益正常发挥的大型修缮类建设项目。依
据文件规定，我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是为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保证水库工程设施及机电设备
完好，改善水源地环境，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确保防洪社会效益及其他效益正常发挥的
经常性维修项目。本年度需对常庄水库属于公益性水利工程进行年度经常性维修养护。按照规
定，我单位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所管的公益性水利工程的日常维修养护资金由市级财政负担。
常庄水库是一座以防洪和城市应急供水为主的重点中型水库，其主要功能之一是水源地保护，通
过该项目的实施达到持续保证水源地安全的目的。

立项依据

依据国家《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河南省水管体制改革实施办法》和郑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06〕25号）、《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河南省水利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
额新增项目（试行）的通知》文件规定，对常庄水库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水利工程进行年度经常
性维修养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豫政办〔
2007〕125号）、郑州市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市预防
未成年人溺亡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郑校安〔2019〕1号）、《郑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
案》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5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15〕3号）、
《关于郑州市园林、道路绿化养护招标标准的请示》（郑财办〔2018〕106号），编制库区水域
水源保护项目及生态绿化养护项目，持续保障水源地安全。
依据《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551—2012）、《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768—2018）、《大坝安全自动监测系统设备基本技术条件》（SL 268—2001)编制常庄水库安全
监测（位移变形观测）自动化项目，安装大坝坝体及进出口闸、溢洪道闸、副坝变形观测仪器。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确保水库工程安全运行、保证水库职能效益正常发挥，通过维修养护，对公益性水利设施出现
的工程损毁或局部缺陷等问题进行及时的修缮，确保水利工程设施完善、运行安全，改善水源地
环境，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促进郑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充分发挥应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日常巡查制度、维修养护工程考核办法，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加强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计划于2021年对主坝工程、副坝工程、溢洪道工程、溢洪道闸工程、引黄充库工程、输水洞
尾水渠工程、刁沟桥坝工程进行维修养护。同时进行2021年度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安全措施项目、
管理区域生态绿化养护项目、常庄水库委托主坝变形观测及分析、常庄水库库区水域水源保护项
目、常庄水库大坝防渗墙防渗效果专题研究、常庄水库安全监测（位移变形监测）自动化项目、
常庄水库量水堰及尾水渠清淤护底项目。通过这些工程项目，可以确保水库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水库工程设施及机电设施安全完好，确保水库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充分发挥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实施，可确保水库水利工程正常、安全运行，水库工程设施及机电设施安全完好，确保水利
工程下游的防洪安全，提供应急供水，预防未成年人溺亡，改善水源地环境，提升水质，促进郑
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充分发挥应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可确保水库水利工程正常、安全运行，水库工程设施及机电设施安全完好，确保水利
工程下游的防洪安全，提供应急供水，预防未成年人溺亡，改善水源地环境，提升水质，促进郑
州全域生态水系提升，充分发挥应有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补强后三维渗流模拟分析 =1项

现状三维渗流模拟分析 =1项

浆砌石护底 =596m3

尾水渠淤泥开挖外运 =1212m3

采购及安装20扼流圈天线 =28个

采购及安装GNSS接收机 =28台

水平垂直位移观测 =32点次

隔离网修补 =100米

救生设备添置 =40套

管理区生态绿化 =41376㎡

闸门及输水洞钢管防腐处理 =436.46㎡

启闭机维修养护 =147.5工日

机电设备维修养护 =563工日

混凝土底板浇筑 =6.66m3

坝坡草皮养护 =14513㎡

质量

管理区绿化 =1级

水工建筑物 ≥85%

水质标准 ≥3

仪器安装测试完成可正常运行 1

时效
工期 =1年

应急抢修及时率 1

成本 按照批复资金与项目内容实施 1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护下游国家基础设施及城市防洪
安全

1

环境效益
水源地环境 改善

绿化覆率盖 ≥90%

满意度 公益性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维修养护机制健全性 1

人力资源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旱灾害防御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冠英 联系人 王筱潇

联系电话 13607679240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4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9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9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依据国家防总颁布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和《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
（SL298-2004）的相关规定，及2020年8月4日郑州市市纪委监委督导组对常庄水库防汛物资储备
方面提出的意见，为保证水库安全度汛，水库需储备水库防汛所需的防汛物料，另外，水库需安
排防汛演练。

立项依据
依据国家防总颁布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办法》《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
（SL298-2004）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了保证郑州市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必须储备相关物料。该项目实施对保障水库安全运行。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则》和《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储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严格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3月成立防汛物资询价采购小组，制定相关采购方案；汛期前完成防汛物资采购，确保安
全度汛。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有效保障防汛抢险物资供给，通过补充和更新防汛所需料物以及水库每年举行的
防汛抢先演练，常庄水库能安全度过汛期，确保水库抢险工作有序开展，从而保障水库工程安
全，确保水库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水库生态和谐，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有效保障防汛抢险物资供给，通过补充和更新防汛所需料物以及水库每年举行的
防汛抢先演练，常庄水库能安全度过汛期，确保水库抢险工作有序开展，从而保障水库工程安
全，确保水库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水库生态和谐，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防汛演练 =1次

毛石 =427m3

中粗砂 =837m3

质量 中粗砂及毛石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达标

时效 防汛及时性 及时

成本 防汛物资、防汛演练 ≤450000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防洪安全、安全度汛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公益性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防汛物资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生态水系运行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卢京虎 联系人 韩纲领

联系电话 1325338167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60359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60359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21年度项目实施主要包括：1、黄河水费；2、运行电费；3、沉沙池清淤、外运费；4、维修养
护费等。等。其中维修养护主要内容为：渠道工程维修养护4.8km、倒虹吸维修养护410.8m、涵
洞工程维修养护3430m、水闸维修养护24座、排涝沟维修养护5.16km、水库工程维修养护3座、堤
防维修养护2.35km、附属设施维修养护等。通过生态水系运行项目的实施，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维
修完善，以保证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应有效益，保持河道“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郑编【2006】41号）；
2、《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市生态水系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09]86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生态水系建设是构建生态郑州、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是全市人民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活
质量的迫切愿望，也是建设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打造郑州都市区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十一
五”期间，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全面启动了生态水系规划和建设。近年来，以“水通、水清
、水美”为目标，按照“水通水清、健康安全、生态环保、人水和谐”的理念，高起点、高标准
完成了《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郑州市生态水系运行项目在保障防洪安全、城市应急供水、生
态供水、地下水补源、排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效益。经过多年运行考验，这些公益性水利
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缺陷，需要进行维修完善，以保证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应有效
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为保证郑州市生态水系运行项目的顺利实施，经处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郑州市引黄灌溉工
程管理处2021年维修养护服务项目实施领导小组”。为加强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以下简
称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提高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总结
多年水利工程建设、维修养护实施及运行管理经验，制定《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维修养护
服务项目实施办法》，该办法包括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标准、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考核办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服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工程资料管理制度等。

项目实施计划
1、黄河水费依据调水令完成年度引水总量、运行电费按实际发生产生；2、沉沙池清淤、外运费
及维修养护费项目计划2020年12月份发布招标公告，完成招标。2021年1月实施，2021年12月底
完成，期限为12个月。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依据调水中心指令引水，完成实施期引水总量；2、确保水利工程设施完善。

年度绩效目标 1、依据调水中心指令引水，完成年度引水总量；2、确保水利工程设施按年度计划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日常巡查次数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修渠道长度 4.8公里

生态水系运行供水量 1.1亿立方米

清淤工程量 44.78万立方米

涵闸运行合格率 ≥95%

质量

渠道、渠道附属物及供水工程养护
验收合格率

=100%

生态水系供水量统计准确 =100%

时效

沉沙池6月底清淤完成合同量 ≥60%

沉沙池12月底清淤完成合同量 =100%

沉沙池6月底泥沙外运完成合同量 ≥55%

沉沙池12月底泥沙外运完成合同量 =100%

成本
生态水系供水资金拨付率 =100%

养护经费拨付使用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安置附近劳动率 ≥35人

环境效益 水质不低于III类 ≥3

满意度 沿河居民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渠道运行完好率 ≥98%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0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卢京虎 联系人 韩纲领

联系电话 1325338167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2934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2934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21年郑州市水利发展项目预算费包含：1、郑州市花园口灌区维修养护2、预防未成年人溺亡。
其中花园口灌区维修养护主要内容：灌区工程、泵站工程、马渡引黄闸临时供水设备运行管理、
垃圾清运费、设计监理费等。预防未成年人溺亡项目主要内容：更换安装未成年人防溺亡警示标
志；安装供水渠道防护栏；购买防溺亡巡查工具、救援设备；开展防溺亡宣传活动；制作防溺亡
相关宣传展板、彩页、知识手册、条幅等宣传品；防溺亡相关安全生产维修；防溺亡相关培训及
演练；安全巡查。

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郑编【2006】4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花园口灌区为国家中型灌区，承担农业灌溉、城市生态环境供水、地下水补源、防洪、排涝等公
益性任务。日常供水渠道水位较高，流速较大，为确保花园口灌区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大
宣传力度，不断加强巡逻排查，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避免未成年人溺水事故发生。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为保证郑州市水利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经处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
理处2021年维修养护服务项目实施领导小组”与“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2021年预防未成年
人溺亡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为加强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
效益，提高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总结多年水利工程建设、维修养护实施及运行管理经验，
制定《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管理处维修养护服务项目实施办法》，该办法包括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标准、水利工程养护考核实施细则、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考核办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服务项目验
收管理办法、工程资料管理制度等。

项目实施计划
1、维修养护项目计划2020年12月发布招标公告，项目起止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2、防溺亡项目计划2021年4月底开始，2021年10月底结束，期限6个月。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 完善实施期内花园口灌区工程配套设施，改善输水建筑物的通水状况，保证灌区农田用水和
地下水补源；2、通过完善实施期内防护措施、加大警示提醒、强化宣传教育、做好日常巡查防
范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达到未成年人溺亡事故零发生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1、完善年度花园口灌区工程配套设施，改善输水建筑物的通水状况，保证灌区农田用水和地下
水补源；2、通过完善年度防护措施、加大警示提醒、强化宣传教育、做好年度日常巡查防范及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达到未成年人溺亡事故零发生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日常巡查次数 =100%

资金使用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修养护渠道长度 25公里

维修养护泵站数量 2座

重点水域加装护栏 800米

质量
泵站率运行事故率 0%

验收合率格 100%

时效
渠道除草次数 4次

警示标志更换次数 1次

成本 养护经费拨付使用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灌区周边居民满意度 ≥85%

环境效益 渠道养护范围内环境优化率 ≥90%

满意度 沿河居民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渠道运行完好率 ≥98%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河南省陆浑灌区郑州市运行保障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编码 04501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剑波 联系人 何小娜

联系电话 1503839033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65288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65288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26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26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陆浑灌区东一干渠现有干渠18.5公里，工程修建于六七十年代，灌区配套建筑物92余座，根据
2006年水管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灌区现状，对干渠、闸门、水库、渡槽等建筑物进行维修养
护，以确保干渠工程安全运行，提高灌区供水能力，达到改善灌溉质量和方便两岸群众生产生活
的目的。

立项依据
郑政[2006]2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河南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及其相应的费用定额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我中心技术力量雄厚，仪器设施齐全，经验丰富先进，该项目的建设完成将满足居民生活及工程
实际情况的迫切需求，提高灌溉保证率，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依据《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河南省水管体制改革实施办法》、《关于印发郑州
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06〕25号）

项目实施计划
开始时间：2021年1月完成时间：2021年12月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保证干渠工程安全运行，保证灌区安全无溺亡事故发生。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能保证干渠工程安全运行，保证灌区安全无溺亡事故发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渠道长度 =9.43KM



产出目标

数量

隧洞 =6.4公里

填方坝 =1.87公里

水情教育基地维护 =14848平方米

渡槽 =4座

水闸 =5座

水库 =1个

涵洞 =14座

泵站 养护

支渠 =6条

质量 维护工作达标率 =95%

时效 采购完成时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

成本 养护经费 ≤265.29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粮食增产量 600万公斤

社会效益 服务灌区群众 服务群众

环境效益 绿化覆盖率 ≥90%

满意度 群众用水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节约用水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节水型社会建设资金

单位编码 045013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张志功 联系人
陈青峰、李云、王建华、

梁凌、胡志锴

联系电话 15038100003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39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39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1号）和水利部
《关于印发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水资源〔2002〕558号）文件要
求，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出台《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郑州市开展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对各项重点工作和保障机制进行了安排，并持续开展起
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在每四年一次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考核中，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在节水宣
传、节水载体创建、节水工程建设和节水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一直发挥着建设作用，对郑州市
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郑州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响应开展国家节水行动的号召，2019年进一步出台
《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强力提升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水平及县域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组织各行各业、企事业单位、社区和个人全面实施节水，努力营造全社会节水氛围，将
水资源集约利用和保护推到了社会建设的新高度。
 

立项依据

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项目主要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
见>》(郑政〔2006〕24号)和《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郑发改环资字〔2019〕671 号）设
置，具体实施范围和资金使用方式依据《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郑州市节水型社
会建设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郑财农〔2020〕14）号开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我市水资源管理及节水工作将进一步完善，实现更好的节水效果。通过节
水宣传、节水技术推广，在全社会范围内打造“珍惜水、爱护水、保护水”的社会氛围，全面推
进我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系统运行维护，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水资源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水平；通过非常
规水资源利用、节水载体创建等提高用水单位用水效率。
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利于改善生产、生活用水能力，提高全市节水管理水平，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必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我市带来显著的生态、社
会和经济效益。为我市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水资源、水生态支撑和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具体实施范围和资金使用方式依据《郑州市财政局 郑州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郑州市节水型社会建
设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郑财农〔2020〕14）号开展。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3月份准备阶段
2021年4-10月份实施阶段
2021年11-12月份验收阶段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非常规水资源利示范试点建设、宣传教育、水平衡测试及节水载体创建资金补贴等项目的开
展，促进全市各行各业树立节水优先理念，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促进人们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
护，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进郑州市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我市水资源管理及节水工作将进一步完善，实现更好的节水效果。通过节
水宣传、节水技术推广，在全社会范围内打造“珍惜水、爱护水、保护水”的社会氛围，全面推
进我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系统运行维护，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水资源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大型节水宣传活动 =2次

印制分发水育教材 =50000册

质量
市本级水资源信息系统管理信息化
水平

提高

时效 项目完成时间与财政考核匹配 及时

成本 目标成本控制与预算匹配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节水单位用水效率提升 ≥20%

社会效益
节水意识 ≥90%

节水单位环境 改善

环境效益 节水单位创建 改善

满意度

节水创建企业满意度调查 ≥90%

节水创建单满意度调查位 ≥90%

节水创建居民小区满意度调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配备合理性 合理

部门协助 积极配合 正常

配套设施 及时到位 完备

信息共享 及时共享 及时

其它 无 无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生态水系运行资金

单位编码 045015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予军 联系人 王大庆

联系电话 0371-6778769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11663352.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663352.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736416.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736416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省发改委、省南水北调办公室、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我省南水北调工程供水价格的通
知》（豫发改价管[2015]43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征缴南水北调供水水费的通知》（郑
政[2015]38号）文件规定:
一、我市南水北调供水价格为0.74元/立方米,其中，基本水价为0.36元/立方米,计量水价为0.38
元/立方米,执行日期为2014年12月12日。基本水价按照主体工程口门分配水量收取，计量水价按
各地实际使用量收取。
二、我市年分配用水指标54000万立方米,其中市区分配水量29520万立方米,用水企业按照综合水
价0.74元/立方米缴纳水费，市区未使用水量由本级财政承担0.36元/立方米的基本水价。同时水
库、调蓄池调蓄用水和生态景观补水所产生费用也由财政部门承担。
２．2021-2023年资金需求及测算明细，专项资金使用年限为常年性项目。
2021年预算资金主要是上缴我市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常庄水库、尖岗水库充水水费，
生态补水水量水费。

立项依据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郑州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保留原公益职能，主要承担
配套工程的运行调度、维护管理，水利工程移民服务等职能，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规格仍为正
处级。与机构改革前主要变化是职能划转，将其有关工程监管、移民管理等行政职责划入市水利
局，环境保护职责划入市生态环境局。根据《郑州市水利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2019〕
16号）自2019年10月11日起，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承担郑
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移民及后扶的日常业务工作、信访稳定和日常管理;就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资金和移民资金使用提出意见建议;负责经批准后相关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工作(原河南省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征迁资金银行账户同时由市南水北调运行保障中心负责管理)。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郑州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保留原公益职能，主要承担
配套工程的运行调度、维护管理，水利工程移民服务等职能，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规格仍为正
处级。与机构改革前主要变化是职能划转，将其有关工程监管、移民管理等行政职责划入市水利
局，环境保护职责划入市生态环境局。根据《郑州市水利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2019〕
16号）自2019年10月11日起，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承担郑
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移民及后扶的日常业务工作、信访稳定和日常管理;就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资金和移民资金使用提出意见建议;负责经批准后相关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工作(原河南省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征迁资金银行账户同时由市南水北调运行保障中心负责管理)。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省发改委、省南水北调办公室、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我省南水北调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
（豫发改价管[2015]43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征缴南水北调供水水费的通知》（郑政
[2015]38号）、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生态补水合同（郑州市）、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2019-2020供水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计量水费
2.2.1常庄水库充库
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水库充水160.90万立方米；需承担计量水费61.1420万元。
（160.90×0.38元/立方米=61.1420）
2.2.2尖岗水库充库
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水库充水3141万立方米， 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尖岗
水库向新密市供水1482.7970万立方米，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尖岗水库南水北调调水有关
问题的会议纪要》（郑政会纪〔2018〕34号）规定，新密市水费向我单位直接缴纳，扣除新密市
用水量外剩余水量计量水费财政承担，财政需承担1658.2030万立方米（3141.00-
1482.7970=1658.2030）计量水费630.117140万元（1658.2030×0.38=630.117140）。
郑州市水库充水情况表

2.2.3 生态补水
根据同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生态补水合同（郑州市）
》规定，生态补水价格0.07元/立方米，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郑州市通过十八里
河退水闸、贾峪河退水闸累计补水6786.80万立方米，需缴水费475.0760万元。
以上合计1166.335140（=630.117140+61.1420+475.0760）万元。

根据推算预计2022年约需1400万元，2023年1500万元。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确保供水安全有序，水费及时、足额上缴。

年度绩效目标 水费足额、及时上缴，计算准确无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供水量 ≥8400万立方米

质量 水费计算准确率 ≥95%

时效 水费上缴及时率 ≤15工作日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水费上缴满意度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各部门配合程度 配合顺利

配套设施



影响力目标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南水北调工程业务管理经费

单位编码 045015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予军 联系人 王大庆

联系电话 67787696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5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围绕南水北调工程业务，做好南水北调移民征迁、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水
安全保障、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南水北调及移民各项资金管理等中心工作，保障移民后期
扶持各项目建设，确保我市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有序运行。资金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南水北调审计监督及内控建设经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经费、移民安置业务管理经费、南水
北调水行政执法等四个支出方向。
其中：南水北调审计监督及内控建设经费20万元、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经费10万元、移民安置
业务管理经费15万元、南水北调水行政执法10万元。

立项依据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郑州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保留原公益职能，主要承担
配套工程的运行调度、维护管理，水利工程移民服务等职能，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规格仍为正
处级。与机构改革前主要变化是职能划转，将其有关工程监管、移民管理等行政职责划入市水利
局，环境保护职责划入市生态环境局。根据《郑州市水利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2019〕
16号）自2019年10月11日起，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承担郑
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移民及后扶的日常业务工作、信访稳定和日常管理;就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资金和移民资金使用提出意见建议;负责经批准后相关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工作(原河南省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征迁资金银行账户同时由市南水北调运行保障中心负责管理)。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郑州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保留原公益职能，主要承担
配套工程的运行调度、维护管理，水利工程移民服务等职能，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规格仍为正
处级。与机构改革前主要变化是职能划转，将其有关工程监管、移民管理等行政职责划入市水利
局，环境保护职责划入市生态环境局。根据《郑州市水利局局长办公会议纪要》（〔2019〕
16号）自2019年10月11日起，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市水利工程移民服务中心)承担郑
州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移民及后扶的日常业务工作、信访稳定和日常管理;就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资金和移民资金使用提出意见建议;负责经批准后相关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工作(原河南省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征迁资金银行账户同时由市南水北调运行保障中心负责管理)。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河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办法》（豫移〔2018〕26号）

项目实施计划

1、2021年上半年完成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完成单位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及风险环节的制度的
修订，10月份完成制度手册的修订。完成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委托代管绩效评估项目，为今后内控
体系修订打下基础。
2、根据省级后扶资金安排，6月前完成立项审查、评审、批复，8月前项目开工，11月前完工，
12月完成县级验收，实施期间，市级做好监管检查、绩效评价、后扶信息录入、工作推进督导
等，确保项目及时建成移交发挥效益。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做好南水北调移民征迁、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水安全保障、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南水北调及移民各项资金管理等中心工作，保障移民后期扶持各项目建设，确保我
市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有序运行。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群众基础和公益设施改善提升，居住环境
生态良好，群众就业技能提高，群众收入稳定增长，移民后扶政策较好落实。



年度绩效目标

1、2021年度移民后扶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移民后扶工作全面完成，移民项目建设当年建成，移
交群众后及时发挥效益。
2、完成内控制度修订、泵站运行绩效考核。
3、全年完成配套工程沿线执法巡查、两岸保护区标志标牌的日常维护及巡查监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完工项目数量 ≥60

内控制度修订次数 =1批

泵站运运行内控绩效评价 =1项

法制讲座 =4次

执法巡查工作 ≥12次

质量
合格项目个数 ≥58

按原标志标牌要求设计达标 ≥95%

时效 制作南水北调法制宣传视频 =1次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移民村生态环境良好
移民村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

改善

满意度

南水北调干渠郑州段管理单位满意
度

≥80%百分比

移民群众满意率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对项目进行持续过程管理 对项目全面监管

人力资源
施工单位技术骨干保有率 ≥20%

加强人员保障 工作人员充足，各司其职

部门协助
南水北调干渠管理部门协助程度 ≥90%

部门间做好协调配合 配合顺畅工作落实有力

配套设施 项目配套设施完备
项目主体及配套设施同步完成发

挥效益

信息共享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