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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2021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

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

况绩效自评的通知》（财审预函〔2022〕44 号）和《云南省财

政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云财绩〔2022〕9 号）要求，云南省交通

运输厅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按照《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完善城市

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

（财建〔2015〕159 号）、《关于 2016-200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 号）、《关于调整

完善新能源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

一批）的通知》（财建〔2020〕473 号）等文件规定，中央财政

提前下达云南省 2021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共计 29856 万元。

2.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15〕163 号）及《中央对地方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

格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表》，《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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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20〕

473 号）中一并下达 2021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第一批）绩效

目标表，绩效指标共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

个方面共 8 项具体指标。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关于 2016—200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

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 号）、《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推广

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 号）等文件规定，

结合财政部云南监管局对云南省 2019 年度新能源公交车推广

应用审查意见，《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节能

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云财建〔2020〕413 号）下达了 2021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 29856 万元。

2.省内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1 年节能减排资金（第一批）绩

效目标表》，结合新能源汽车在云南省公交领域的推广应用实际

情况及任务目标，省财政厅编制《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节能减

排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对绩效目标进行了分解。绩效指标设

三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 3 项，分别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

和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 6 项，分别为质量指标、数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和用户满意度指

标；三级指标 8 项，分别为有运营里程要求车辆满足要求比例、

车辆纳入新能源国家监管平台比例、企业申报材料技术标准参

数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一致性、2019 年度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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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公交车运营月数、产业低碳化、资源节约、节能减排效果、

受益企业、群众满意度。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0 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 2021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

车运营补助资金共计 29856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率 100%。截止

绩效评估报告之日，云南省省级下达 2021 年中央节能减排资金

用于 2019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清算 29856 万元，

执行率均为 100%。

2.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资金的拨付审批程序基本完整，

尚未发现有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支持政策和节能减排资金的

安排下达，较好地支持了新能源汽车在城市公交领域的推广应

用，2019 年度，云南省新增及更换公交车辆共计 1158 辆，其

中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辆 1016 辆，新增及更新比重达 88%，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覆盖云南省 15 个州市、114家公交企业。2021

年中央节能减排资金全额用于支持符合要求的 2019 年度节能

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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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指标。

该指标共设 3 个指标，即：有运营里程要求车辆满足要求

比例、车辆纳入新能源国家监管平台比例和企业申报材料技术

标准参数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一致性均达到

100%。

完成情况：2019 年度，云南省符合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

营补助申报要求的车辆，其运营里程满足要求比例为 100%，所

有新增及更换的新能源公交车纳入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比例达

到 100%，所有申报企业其申报材料技术标准参数与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一致性为 100%。完成预期指标。

（2）数量指标。

该指标设 1 个指标，即：2019 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月数。

完成情况：2019 年度云南省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符合运营

补助申报要求的月数达 68196 月，超过指标值 8196 月，完成预

期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该指标设 1 个指标，即：产业低碳化显著提升。

完成情况：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政策的落实，对于加快

推进城市公交车新能源化，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车辆能源结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云南省城市公交车辆中，节能与新能源

公交车占比已超过 50%，行业低碳化显著提升。

（2）社会效益。

该指标设 1 个指标，即：资源节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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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随着云南省新能源公交车辆的逐年增加，城市

公交企业对传统燃油消耗的需求大大降低，据了解，新能源公

交车的燃料成本仅为传统燃油车辆的 1/3 左右，资源节约效果

显著。

（3）生态效益。

该指标设 1 个指标，即：节能减排效果有所提升。

完成情况：2015 年和 2019 年，云南省累计推广应用新能

源公交车辆 6600 余辆，优化了城市公交行业能源结构，同时，

新能源公交车的推广应用，提升了乘客的出行体验，对公众出

行优先选择公交的绿色出行方式起到了引导作用，降低了城市

居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影响明显提

高，节能减排效果得到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该指标设 1 个指标，即：受益企业、群众满意度≧90%

完成情况：城市公交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及新能源公交车

运营补助政策的落实，城市公交企业经营情况得以改善，企业

满意度较高。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1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绩效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均实

现。省级交通运输、财政部门将进一步改进完善绩效评价工作，

并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

果的有效机制，切实提高绩效意识和补助资金使用效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与各地的补助资金政策使用考核工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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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公开绩效自评和考核结果，加强和规范补助资金的管理，

防止资金被挤占挪用。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未涉及中央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发现的相关问题。

附表：2021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

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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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节能减排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

地方主管部门 省交通运输厅
资金使用单

位
省交通运输厅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9856 29856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29856 29856 100%

地方资金 无

其他资金 无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支持符合要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广；2.支持符合要

求的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质量指

标

运营里程要求车辆满足要求比例 100% 100%

车辆纳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

台比例
100% 100%

企业申报材料技术参数与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车型目录参数一致

性

100% 100%

数量指

标
2019 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月数 ≧6 万月 ≧6 万月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

益指标
产业低碳化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社会效

益指标
资源节约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生态效

益指标
节能减排效果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受益企业、群众满意度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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