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山市水务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

乐山市水务局 2021 年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10 个，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2 个，其他事业单位 7 个。

部门二级预算单位包括：乐山市水务局机关、乐山市水政监察

支队、乐山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乐山市水利管理处、

乐山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分站、乐山市河湖管理站、四川省青衣

江乐山灌区（流域）管理局、乐山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

乐山市沫江堰管理处、乐山市跃进渠保护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水务行政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拟订全市水务管理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

2.编制全市城乡水务发展规划；组织拟订全市水资源总体规划、

流域规划和专业规划，制定全市和跨县（市、区）中长期供水计划

和年度供水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用水调度预案并

监督实施。

3.组织有关全市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

项目的水资源利用和论证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发布全市水资源公报，承担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相

关工作。

4.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实



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全市跨县（市、区）流域的水

量分配、水资源调度方案；水资源调度管理工作；编制全市节约用

水、计划用水规划工作。

5.组织编制乐山中心城区供水规划；指导各县（市）区编制供

水规划，指导全市供水行业服务标准的实施，监督城镇（乡）供水

运营工作；组织指导城市非居民用水超计划或超定额加价收费管理

工作；指导全市城镇（乡）供水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作；指

导城镇（乡）供水行业安全生产；指导全市应急供水管理工作。

6.负责部门预（决）算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预算执行工

作；承担市级水利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牵头负责

水利项目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工作；指导编制全市水务行业建

设项目资金计划；受委托监管市级水务行业国有资产。

7.指导全市水利基本建设并实施行业监督管理；负责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审批，初审、转报大中型水利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初步设计；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或跨县（市、区）的重要水利工

程建设与运行管理；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水

库大坝、水电站大坝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监管；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与安全的监督，指导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建

设。

8.指导农村水利工作。指导全市大中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以及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负责乐山市区域内不涉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水

利风景区规划、申报等工作。

9.负责防治水土流失。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水



土保持预防监督；指导水土流失监测、综合防治和水利工程绿化工

作。

10.组织编制并实施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承担

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市内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

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

织实施；承担全市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1.组织指导地方水电站、电网建设管理，实施技术监督；指

导农村水能资源开发和水电农村电气化、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

程建设。

12.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负责水务行政复议的受理和

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查处重大涉水违法事件，协调、仲裁跨县（市、

区）水事纠纷。

13.指导全市江河、湖泊、滩涂的综合治理与开发；负责河道

采砂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14.指导全市有关水务项目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组织指导

全市重大水务项目的对外合作和交流；指导全市水务行业发展、改

革、稳定工作及队伍和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水务行业劳动保护、安

全生产工作。

15.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6.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负责协调、督促、落实总

河长会议、河长会议、总河长办公室确定的事项；拟制全市河湖管

理工作方案、相关制度及考核办法；督促市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职

责，落实责任，协调联动，共同推进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督导县（市、



区）同步全面落实河长制相关工作，并对县（市、区）河湖管理保

护工作进行监督考核。

17.参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预可研和可研阶段相关工作，指

导编制及审核上报“停建通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

划；承办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协议签订、移民安置监督评估

及综合设计（设代）委托工作，参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

各阶段验收；负责审核下达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年度计划，

审核上报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年度计划，监督年度计划执行

情况；负责省、市下放管理权限的岷江航电 4 级枢纽工程移民安置

相关工作；配合做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涉及的环境保护

工作。

18.负责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的审核上报和动态管理；指导编制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扶规划，负责后扶项目库建设和后扶计

划、项目管理；承担外迁移民（含瀑布沟电站移民）后续帮扶；协

同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19.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概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乐山市水务局机关在职人员总数 72

人，其中行政 30 人，工勤 2 人，参公 8 人，事业 32 人；较上年增

加 3 人，其中：2021 年调出公务员 4 人，调入公务员 6 人，调入

参公人员 1 人，调入事业人员 4 人，辞去公职 3 人，开除公职 1 人。

乐山市沫江堰管理处年末实有人数 35 人，其中定编 25 人，控

编 10 人；2021 年调离 3 人，较上年减少 3 人。

四川省青衣江乐山灌区运管中心年末实有人数 17 人；2021 年

退休 3 人，较上年减少 3 人。

乐山市跃进渠管理服务中心年末实有人数 55 人，其中定编 31



人，控编 24 人；2021 年退休 1 人，病故 1 人，调离 2 人，较上年

减少 4 人。

乐山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年末实有人数 87 人，其

中在编 43 人，聘用 38 人，临聘 6 人；2021 年辞职 1 人，退休 2

人，较上年减少 3 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为 30728.5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30541.1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87.4 万元。

部门直属事业单位乐山市水利电力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 2021

年无财政拨款收入。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财政拨款支出 26595.95 万元，基本支出 3416.91 万元，

主要为部门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收入；项目财政拨款收入为

23179.04 万元，主要为水利项目建设类支出、规划编制支出和自

然灾害、河流水库水质水量监测及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支出收入。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2021 年，部门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三保”工作决策

部署，坚持“统筹兼顾、勤俭节约、讲求绩效”原则，树牢过“紧

日子思想”，从紧编预算、从严控支出，在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严控

“三公”经费预算的基础上，优先安排“三保”支出。年初部门市

级预算 6511.5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2610.84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项目支出 3375.5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6.50 万元，

编制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价 1 个，项目绩效目标 21 个，部门整体



绩效目标 1 个。预算执行中，局机关分别对单位 6 月、9 月和 11

月的预算序时进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9.51%、

67.88%、77.66%，并通过党组会敦促相关科室紧盯目标任务，加快

项目预算执行进度。8 月对部门 54 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监控，涉及

资金 31051.32 万元，调整绩效目标项目 20 个，确保预算执行工

作提质增效。截止 12 月底，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达 100%，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达 84.98%。

对照《2022 年市级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打分：

局机关 88.48 分、青管中心 90.37 分、沫江堰管理处 98.39 分、跃

进渠 96.57 分。

（二）项目预算管理。

1.全面推进项目建设管理。一是科学编制规划。编制完成《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十四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水利专项规

划》、《乐山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等总体规划，为水安

全保障提供顶层设计，也为“走上去”、“走出去”争取资金打下

项目储备基础。二是狠抓项目建设。实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三项，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竹公溪分洪道工程除隧洞工程由于遭遇

不良地质条件及新桥断层挤压破碎带尚未完工外，其余主体工程均

基本按年度计划完工，完成工程形象进度约 95%，基本达到年初制

定的质量、进度、成本控制目标；青衣江流域乐山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第 5 至 9 期）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达 100%，灌溉保证

率达到 75%，群众满意度达到 95%以上；沫江堰中型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项目预算执行率达 99.99%，完成了对 3 条总长 6.214km 的干、



支渠整治及新建渠系建筑物 104 座（处），进一步提升了渠道防洪

能力。

2.统筹抓好水旱灾害防御。一是全力抗旱保灌。严格执行用水

计划，强化用水调度，完成沫江堰和跃进渠春灌保障任务，有力保

障了 0.5 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实现满插满栽。二是扎实基础数据。

2021 年首次开展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截止 2021 年 12 月，已

完成 11 区县洪水隐患、干旱致灾调查成果审核汇集，并上报省水

利厅；完成 12 条山丘区集水面积 200-3000km2 的中小河流洪水淹

没图编制前期工作，预计该项工作将于 2022 年汛前全面完成。三

是推进防汛工程建设。完成 2019、2020 年沫江堰、跃进渠抢险救

灾工程，整治渠道 13.27 公里，改善灌面 19.28 万亩；乐山市

2012-2013 年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设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完成竣工验收，建成河道断面基础设施工程 10 处、水位观测设施

10 处，为乐山各级政府防汛减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水文技术支撑。

三是完善防汛值守设施。完成市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维护，对

防汛指挥中心机房蓄电池进行了更换；新购置 2 套网动视频会议终

端，完成水利厅、市水务局、心连心服务中心视频会议互联互通，

保障 2021 年汛期防汛减灾决策调度的顺利开展。

3.行业监管水平稳步提升。一是深入落实河湖长制。2021 年

完成了 74 块市级河（湖）长公示牌的日常维护更新，印刷了河长

制资料 223 份、制作展板 7 幅；委托第三方编制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6 份，圆满完成省河长办《关于在全省开展河流（湖库）健康评价

工作的通知》的工作任务；完善了市级平台与省级平台的数据融合

工作，确保数据、信息的及时交互和共享。二是抓实抓细涉河监管。

完成完成乐山市市管9条河流以及4个市属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的划



定工作，编制完成竹公溪、龙溪河、泥溪河、临江河、磨池河、沫

溪河、沐溪河、峨眉河、金牛河等 9 条市管及跃进渠、东风堰、沫

江堰、高中水库等 4 个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报告；编制完成马边

河、官料河、茫溪河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划定功能分区，加

强岸线空间管控，做好岸线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确保完成 2021

年度河长制工作考核任务；编制完成四川省岷江、大渡河、青衣江

乐山段河道采砂规划报告（2021-2025），明确十四五期间砂石开

采总量、采区、禁采期，为 2021-2025 年实施河道砂石开采提供规

划依据。三是涉水监管有力有效。开展水行政技术审查 35 次，涉

及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和供水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性审查；通过微

信公众号、广播电视台及新闻网推送水利新闻，切实加强水利信息

宣传；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现场复核 68 个，超额完成乐山市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年度目标任务；对乐山市主要河流水量水质水库水

质管控断面进行实时监管，开展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控系统运行维护，

完成市级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平台和市级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监

控平台的升级改造，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在 90%以上。

（三）结果应用情况。

为保证绩效自评公开的及时有效，部门形成了以市委 市政府

门户网站为主、局门户网站为辅的“双公开”格局，依托预（决）

算公开将部门年初预算绩效目标和重点项目支出、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在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官网及乐山市水务局门户

网站上进行同步、长期公开。

部门已逐步建立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积极开展项目预算绩

效评估，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有机结合预算编制工作，将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核定次年项目是否继续实施和预算规模的依据，



对绩效低下的项目予以调整或取消；在确保基本人员开支和正常运

行支出的前提下，坚持“保重点、促发展”的原则，优先安排管理

规范、效益高的项目，统筹安排水利事业发展，持续推进预算编制

标准化，不断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1 年，部门严格贯彻落市委、市政府关于厉行节约和过“紧

日子”的要求，及时编报各项收入支出预算，预算编制质量逐步提

高，严格实施基本支出预，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做到按需细化，预算

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各单位严格按照省、市厉行节约的要求压减“三

公”经费预算，压缩比例达到预期目标；同时部门依托内控建设，

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内控制度体系，不断细化管控流程，堵住财务管

理漏洞，筑牢财政资金安全屏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质效。

（二）存在问题。

1.部分水利项目因受汛期、疫情及实施地质的影响，实施进度

低于预期导致部门项目结转资金规模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2.绩效理念尚未牢固树立，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业务

科室存在重支出轻绩效的意识;对绩效管理工作还缺乏系统的、科

学的评价方式，绩效评价质量及评价结果运用尚需进一步提高。

（三）改进措施。

1.科学规划设计，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方案,扎实有序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部门将不断加强与财政、发改、审计等单位的互联

互动，促进水利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探索建立标准化的水利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加大对下属单位



绩效管理指导，共同建立事前有目标、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评价、

结果要运用的全过程绩效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