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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加快水利工程建设，有效规范中央水利投资

计划管理，切实加快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提高中央水利投资

计划执行绩效，根据国家关于加强政府投资管理的有关规定，结

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水利局，以下统称被考核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的考核内容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

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

情况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重点是计划下达、到位、

完成和日常管理情况等。水利部直属单位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

情况按《水利部预算执行考核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 

第四条 考核遵循的主要原则： 

（一）科学规范、客观公正； 

（二）统一组织、分工负责； 

（三）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以定量考核为主； 

（四）考核与奖惩挂钩。 

第五条 考核的主要依据： 

（一）国家印发实施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

资金相关管理办法； 

（二）《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意见》（水规计[2015]105

号）中确定的重点目标任务及完成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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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与各地共同签署的

《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责任书》； 

（四）中央和省级有关部门的投资计划、资金下达文件； 

（五）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稽察及专项检查报告； 

（六）中央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月报等相关统计资料。 

第六条 考核的总体目标：本年度下达的投资计划应于当年

年末基本完成，重大水利工程应完成当年中央投资计划的 90%以

上，其他水利工程应完成当年中央投资计划的 80%以上。其中，

国家对投资计划执行有明确完成时限要求的项目，按照具体要求

执行。 

第七条 考核工作由规划计划司负责、相关业务司局和单位

分工配合。 

第八条 职责分工： 

（一）规划计划司：负责组织考核工作，负责方案制定、项

目考核指标选择、评分汇总及结果通报等工作，并对被考核单位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管理工作和中小河流治理、中小河流治

理重点县综合整治、新建小型水库等项目日常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评分。 

（二）相关业务司局和单位：根据职责负责督导被考核单位

相关项目投资计划的执行，并对日常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分，主

要包括水利建设项目日常管理相关的管理制度制定、责任落实及

监督检查情况等。 

其中，水资源司负责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河湖水系连通、地

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项目；财务司负责对被考核单位中央财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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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发展资金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分；建设与管理司负责引调水、

枢纽水源、江河治理、新建大型灌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

固、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等项目；水土保持司负责水土保持、

淤地坝除险加固项目；农村水利司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灌区改造、高效节水灌溉、泵站改造、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

安全监督司根据水利部稽察涉及的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评分；国家

防办负责山洪灾害防治、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等项目；水文司

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等项目；水电移民司负责农村小水电扶贫等

农村水电项目；发展研究中心配合规计司和财务司，具体承担考

核的基础工作，负责根据中央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月报对中央预算

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进

行考核评分；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根据水利建设项目涉及的

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评分。 

（三）流域机构：对本流域范围内各被考核单位中央投资计

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提出检查意见。 

第九条 考核实行定期进度考核与年度综合考核相结合的考

核方式。 

定期进度考核每年两次，根据中央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月报，

对被考核单位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中央财政

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进行评分，考核时点为每年 6月 30 日、9

月 30 日。每年 7月 15 日、10 月 15 日前完成定期进度考核，并

以水利部办公厅函正式通报。 

年度综合考核每年一次，根据中央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月报，

对被考核单位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和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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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以及日常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考核时点为

每年 12 月 31 日。次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年度综合考核，并以水

利部办公厅函正式通报。 

第十条 6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主要包括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

计划执行情况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两大部分，分别

按百分制计算。见表 1、表 2。 

表 1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赋分表（6 月底） 

 中央投资执行情况（50 分） 地方投资执行情况（50 分） 

指标 下达 到位 完成 下达 到位 完成 

得分 25 分 15 分 10 分 25 分 15 分 10 分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得分=中央投资下达率×

25+中央投资到位率×15+中央投资完成率×10+地方投资下达率

×25+地方投资到位率×15+地方投资完成率×10 

表 2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赋分表（6 月底） 

 中央资金执行情况（50 分） 地方资金执行情况（50 分） 

指标 到位 完成 到位 完成 
得分 30 分 20 分 30 分 20 分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资金到位率×

30+中央资金完成率×20+地方资金到位率×30+地方资金完成率

×20 

6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得分=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

况得分×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

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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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

资金） 

注：1.分地区、分项目类型考核时，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及其地方配套建设资金执行情况评分的考核基数采用月报中各

单位上报的已分解用于水利建设项目的资金额。 

2.6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得分计算中，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额采用月报中各单位上报的已分解用于水利建设项目的资金额。 

3.9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与 12 月底年度综合考核时，计算基

数上两项。 

第十一条 9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主要包括中央预算内水利投

资计划执行情况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两大部分，分

别按百分制计算。见表 3、表 4。 

表 3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赋分表（9 月底） 

 中央投资执行情况（50 分） 地方投资执行情况（50 分） 

指标 下达 到位 完成 下达 到位 完成 

得分 5 分 15 分 30 分 5 分 15 分 30 分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得分=中央投资下达率×

5+中央投资到位率×15+中央投资完成率×30+地方投资下达率

×5+地方投资到位率×15+地方投资完成率×30 

表 4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赋分表（9 月底） 

 中央资金执行情况（50 分） 地方资金执行情况（50 分） 
指标 到位 完成 到位 完成 
得分 20 分 30 分 20 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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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资金到位率×

20+中央资金完成率×30+地方资金到位率×20+地方资金完成率

×30 

9 月底定期进度考核得分=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

况得分×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

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

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

资金） 

第十二条 12月底年度综合考核主要包括中央预算内水利投

资计划执行情况、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和日常管理情

况 3部分，前两部分按 80 分计算，日常管理情况按 20 分。见表

5、表 6。 

表 5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赋分表（12 月底） 

 中央投资执行情况（40 分） 地方投资执行情况（40 分） 

指标 到位 完成 到位 完成 

得分 10 分 30 分 10 分 30 分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得分=中央投资到位率×

10+中央投资完成率×30+地方投资到位率×10+地方投资完成率

×30 

表 6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赋分表（12 月底） 

 中央资金执行情况（40 分） 地方资金执行情况（40 分） 
指标 到位 完成 到位 完成 
得分 10 分 30 分 10 分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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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资金到位率×

10+中央资金完成率×30+地方资金到位率×10+地方资金完成率

×30 

日常管理情况 20 分，包括投资计划工作管理情况、工程资

金使用管理情况、各专项工程日常管理情况、稽察及质量安全检

查涉及日常管理情况等，各项具体分值见附表 3，由相关司局和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评分，合计为日常管理情况得分。 

年度综合考核得分=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得分

×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政水利

发展资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得分×中央财政水

利发展资金÷（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日常管理得分 

第十三条 考核结果分三个等级：总分 90 分及以上的为优

良；70 分及以上、90 分以下的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重

大水利工程当年中央投资计划完成率在 90%以下的地区，无论得

分多少，在 12 月底年度综合考核时，考核结果均为不合格。 

第十四条 水利部不定期组织对被考核单位上报的中央水利

投资计划统计月报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对于在督导检查中存在弄

虚作假的被考核单位将予以严肃处理。对于在数据上报不及时、

不规范或上报数据质量问题，视其情节核减考核得分；情节严重

的，考核结果评定为不合格。 

第十五条 水利部对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计划执行实行按月调

度，对被考核单位中央投资计划执行进度考核情况定期进行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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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水利部实行投资计划执行考核约谈和督导制度。 

在日常工作中，各有关司局和单位依据中央水利投资计划统

计月报和检查等情况及时开展督导。 

对于存在问题较多、投资计划执行较慢、考核结果较差的被

考核单位，水利部将约谈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必要时下发督

办函，限时提出分析报告和整改方案，部领导将根据有关情况赴

相关被考核单位开展专项督办。 

第十七条 对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为优良的被考核单位在全国

范围通报表扬，安排中央投资计划时予以倾斜，在前期项目审查

审批工作中予以优先安排。 

第十八条 对年度综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且整改工作进度

慢、效果差的被考核单位，水利部将商国家有关部门调减或暂停

安排中央投资，并向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追究相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的建议。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省级以下水利投资

计划执行考核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 1：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进度考核评分——分地

区表（6月底） 

附表 2：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进度考核评分——分项

目类型表（6月底） 

附表 3：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进度考核评分——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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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表（9月底） 

附表 4：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定期进度考核评分——分项

目类型表（9月底） 

附表 5：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年度综合考核评分——分地

区表 

附表 6：中央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年度综合考核评分——分项

目类型表 

附表 7：日常管理情况赋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