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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央“过紧日子”要求——

各地政府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当前，在中央财政的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初步建立，绩效管理的范围和层次不断拓展。但是，在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丰富

实践中，难题和挑战一直如影随形，个别地区进展缓慢等问题突出，把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变得更为关键。

□ 对东莞政府来说，解决结构性缺工，当务之急是补充产业所需的技能人才。

□ 对企业来说，练好内功、提升薪酬待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工难题。

□ 对广大“打工人”来说，“招工难”并不意味着“找工易”，想获得理想的岗位，

还需持续提升技能，练就“两把刷子”。

近期，多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又有新
动作：北京出台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
控管理办法；辽宁启动对下级政府财政运
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江苏省常州市
出台市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
办法……在政府“过紧日子”的背景下，
各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步子更快更实了。
当这项改革不断深入，有哪些新的挑战？
该如何更好发力？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扩面加力更规范

“201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这
项改革事关全局，影响重大。财政部门积极
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按照战略规划有序
推进，取得了预期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政策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俞明轩表示，目前在中央
部门和省级层面已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市县层面也
初步打下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并继续向纵深
推进。

从近期各地实践看，预算绩效管理的覆
盖面更广了。例如，北京明确提出市级部门
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机制的监控范围涵盖
市级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所有项目支出。辽宁将
省本级305个部门预算项目和省对下转移支
付项目全部纳入绩效运行监控，而且首次探
索将省本级559个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纳入绩
效运行监控范围。

一些地方还将绩效管理范围逐步向政府
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项目、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等领域
延伸。比如，四川已出台非义务教育学校（食
堂、宿舍）、市政领域（污水、垃圾、道路、停车
场）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指引。

各地在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上也不断加
力。例如，宁波鄞州区对上年度重点评价
项目中评价结果相对较好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2020年预算优先保障；评价结
果相对一般的企业上市补助项目、律师服
务业补助项目，2020年预算削减率分别为
32.7%、36%。

“在中央财政的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预
算绩效管理改革，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组织
体系初步建立，绩效管理的范围和层次不断
拓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绩效研究中
心主任王泽彩表示，部分地方在事前绩效评
估、第三方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以
及绩效评价与绩效工资挂钩等方面积累了成
功经验。

深度精度有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的丰富实践中，难题和挑战一直如影
随形。10月份，黑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
《关于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有
关情况的通报》就反映出了一些共性问
题。例如，该通报指出，项目评价指标值填
报不完整、不准确，项目绩效指标设定不合
理，个别建设类项目未设置反映建设内容、
时效、成本和效益的指标等。对此，王泽
彩认为，目前地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
不均衡，个别地区进展缓慢。

俞明轩表示，目前在各地的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点，如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不充分，绩效评价的激励与
约束力不强；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价人员的
专业胜任能力有待加强；亟待建立健全预
算绩效信息公开机制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各级财政部门
要加强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预算审核，必
要时可以组织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绩效评
估，审核和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
参考依据。当前，第三方机构在参与绩效
评价时存在评价质量参差不齐、工作人员
专业性有待提升等问题。

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绩效评价管理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胜任绩效管理
咨询服务的社会机构数量少，对绩效评估、
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智力协
助能力不足。同时，当地参与绩效管理并能
够发挥作用的专家数量有限，难以充分满足
各参与方获得理论和业务指导的需求。”

合力增强改革实效

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的“绩效”？伴随着实践不断拓展，业内人士
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在近期举办的“2020中
国高质量预算绩效评价论坛”上，财政部监督
评价局局长郜进兴表示，在目前财政收支矛
盾突出的背景下，把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变得尤为关键。财政部高度重视预算绩效评
价工作，将从健全绩效评价法规制度体系、优
化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推动绩效自评提质扩
面、探索建立第三方机构监管体系等多个角
度推进绩效评价工作长足发展。“绩效评价工
作任重道远，要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绩效评价工
作。”郜进兴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认为，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尤其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落实中央“过紧日子”

的要求，使得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更加
凸显。

设立科学精准的绩效目标是绩效评价
工作的一大难点。专家认为，与绩效目标
本身相比，更重要的是编制绩效目标的工
作机制。“机制决定绩效目标质量。”财政部
预算评审中心副主任刘文军表示，要落实
部门绩效目标编制主体责任；建立财政部
门、业务部门、专业机构联动机制；建立部
门内部决策层与工作层、规划财务部门与
业务部门、项目负责人与分项目负责人协
同互动机制。同时，还应建立绩效目标编
制与项目库建设结合机制。

面对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第三方机构
也应加紧修炼内功。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主任
会计师梁春认为，第三方机构需要进一步从
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运行管理等方面构建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从服务规程、绩效指
标等方面构建起专业标准体系，进一步增强
预算绩效管理咨询服务效果。

王泽彩认为，加强绩效评价能力建设是
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基础
性系统工程，既要培育、引导、规范发展独立
第三方评价机构，也要打造好预算绩效评价
的统一“度量衡”；既要加快实施项目全生命
周期绩效评价管理，夯实预算绩效评价流程
设计与基础再造，也要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
果的应用。

“我们没遇到招工难。相反，因为工作
不好找，很多员工还打消了跳槽的念头。”近
日，广东东莞“7000元月薪招不到人”的话
题引发广泛关注，记者就“招工难”的话题采
访东莞企业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
聘主管陈俊龙时，他这样回答。

对于拥有18万家工业企业的“制造之
城”东莞来说，就业用工是年头年尾常讲常
新的话题。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
仅许多企业的订单遭遇了“过山车”式的波
动，而且到底是“招工难”还是“找工难”，更
叫人分不清楚。

“根据监测，东莞没有发生集中规模性
失业和缺工现象。”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主任刘越峰表示，8月份以来，东莞总体用
工数量保持在500万以上，接近去年同期水
平，10月底实名制就业登记503.45万人；10
月份，定点监测企业求人倍率1.15，从岗位
需求人数和应聘人数之比来看，市场供求较
为稳定。

供求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用工问题确实
存在。“企业永远走在市场最前沿，人才培养
机制一定会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所以结构
性缺工是世界性难题。”东莞市人社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当下出现“招工难”也是好消
息，证明订单回暖、经济向好。与此相印证，
前三季度东莞经济增长已实现由负转正，9
月份进出口增长达到15.8%。

记者调查发现，招工难不难，与行业差
异及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生益科技所
在的电子信息业是东莞支柱产业之一，陈俊

龙告诉记者：“据我了解，周边同行业企业，
自疫情以来招工都不难。虽说疫情导致消
费电子产品需求短期下降，但医疗及5G产
业的爆发，都要大量用到电子原材料产品，
所以我们的订单一直饱和，利润大幅增长。”

但是，陈俊龙也表示，生益科技的薪酬
在行业内处于较高水平，普工到手年薪约8
万元，维修岗位更可达15万元，上个月又普
涨了10%。“今年能涨工资的企业其实不
多。那些本身利润不高的行业、企业，可能
更容易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同时，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
不仅催生了新的岗位需求，也带来了一些岗
位“招工难”。专注于为塑化行业提供产业
链配套服务的盟大集团，自疫情以来，一直
忙着搭建电商平台、打造直播基地，帮中小
企业“集体带货”。盟大集团一位招聘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公司销售岗位一直招不
满、留不住，虽然线上线下招聘渠道非常丰
富，但找到匹配岗位需求的人才很难。与盟
大一样，许多企业表示，善于开拓市场的销

售、直播类人才十分紧缺。
如何在疫情之下破解用工难题？东莞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人社
部门对用工市场的变化保持高度灵敏，搭建
多种用工对接平台，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全力以赴帮企业稳岗稳员工。

据介绍，东莞在广东率先创新了“共享
用工”模式，建立“共享用工”信息发布平台，
已累计牵线员工约2万人。同时密集举办
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已举办48场“春风行
动”及不同主题的招聘专场，包括复工复产
线上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月”等；7月以
来，还举办了多层次小规模的“就业服务日”
现场招聘活动400多场。同时，人社部门强
化了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市镇村三级就
业服务平台为求职者和企业就近提供“一站
式”就业用工服务，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就在
身边”。

专家认为，近年来东莞坚定地从“世界
工厂”向“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迈
进，当下被疫情放大的就业用工难题，在未

来的转型中无疑还将存在。无论对东莞政
府、企业还是身在这座城市的打工人员来
说，今年都是苦练内功的一年。

对东莞政府来说，解决结构性缺工，当
务之急是补充产业所需的技能人才。东莞
市市长肖亚非近日表示，东莞目前正深化

“技能人才之都”建设，引入培育更多技术人
才，争取在今年完成既定目标，推动100万
人提升技能学历素质。接下来，东莞将针对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的订单型、外
资型企业及国内渠道销售人才，制定专项扶
持政策，满足产业所需。

对企业来说，练好内功、提升薪酬待遇，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工难题。“生益科技一
直在打造核心技术、提高自动化程度，经过
一轮轮自动化改造，东莞的员工已从4000
多名降到2900多名，员工减少、利润增加，
保障了薪酬持续提高。”刘越峰举例说。

东莞众多面临人力成本“天花板”的企
业，也都在极力通过员工关怀、企业文化等
提升吸引力。例如，盟大集团设立了“心情
假”“健康假”等花式带薪休假制度，不仅提
升了员工归属感，还增加了揽才“砝码”。

对广大打工人员来说，“招工难”并不意
味着“找工易”，想获得理想的岗位，还需持
续提升技能，练就“两把刷子”。“现在很多年
轻人不愿意做流水线工作，觉得工资低、不
体面。但是，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薪酬待遇，
相应地也对技能、绩效提出了更高要求。现
在，你一定要创造价值，才能留在岗位上。”
刘越峰说。

广东东莞18万家工业企业就业用工话题备受关注——

“ 招 工 难 ”还 是“ 找 工 难 ”？
本报记者 郑 杨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生猪生产和市场运行的最
新数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告诉记者，10月份生
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继续增长，前期新增产能陆续释放，生
猪出栏逐月增加，最近一段时间猪肉市场供应明显改善，价格
震荡下行。随着冬季消费旺季的到来，猪肉消费将持续增长，
但是生产恢复将会带动猪肉供应明显增加，预计猪肉市场供
应形势会进一步改善。

当前，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较快增长，种猪和仔猪产销两
旺。据监测，10月份能繁母猪存栏3950万头，连续13个月
增长，比去年同期增长32%；生猪存栏3.87亿头，连续9个月
增长，比去年同期增长27%。目前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2017
年年末的88%左右。照此趋势，明年二季度，全国生猪存栏
将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

养殖场户积极补栏扩养，10月份又有728个新建规模猪
场投产，今年以来新建规模猪场投产累计已达1.3万个，另有
1.5万个去年空栏的规模猪场开始复养。母猪供种能力明显
增强，前三季度种猪企业的二元母猪销量同比增长102.6%。
新生仔猪持续增加，供应逐渐宽松，价格大幅下降。一些省份
仔猪价格已从最高峰的每头2000元左右降至1000元以下。

“生猪市场供应显著增加，猪肉价格连续两个多月大幅回
落。”该负责人表示，从仔猪到肥猪育肥周期一般为6个月。
前期新增产能逐步释放，上市肥猪供应显著增加。今年9月
份生猪出栏同比首次由降转增，这是出栏下降25个月后首次
同比增长。10月份同比增长38.5%，增幅继续扩大，猪肉市
场供应明显改善。9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已连续两个多月下
降。11月份第2周，全国集贸市场猪肉价格回落至每公斤
46.47元，同比下降18.0%，比2月份第3周的最高价格回落
13元多。

随着冬季特别是元旦春节消费旺季的到来，猪肉消费将
持续增长，但是生产恢复将会带动猪肉供应明显增加，预计猪
肉市场供应形势会进一步改善。供应方面，随着新增产能逐
步释放，上市肥猪将进一步扩量，据测算，明年元旦春节期间
（2020年12月份至2021年2月份）猪肉供应量比上年同期增
加三成左右。需求方面，元旦春节期间消费增加可能会带动
猪肉价格出现一波上涨（正常年份涨幅一般在6%至10%），
但总体将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养猪成本刚性增加，前期高价购买仔
猪的育肥户市场风险加大。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0月份出
栏一头商品肥猪成本1850元，比非洲猪瘟发生以前增加260
元。其中，玉米价格上涨使饲料成本增加80元，防疫成本增
加130元，粪污处理成本增加50元。

“需要关注的是，前期高价购买仔猪的专业育肥户养殖利
润大幅收窄。11月份第2周全国活猪平均价格已跌至每公
斤29.74元，如果再下跌3元至4元，专业育肥户可能会出现
亏损。”该负责人提醒说。

猪价大幅回落 养殖成本上升

育肥户高价购买仔猪风险加大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从 201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到“房住不
炒”首次写进“十四五”规划建议，
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房地
产企业，抑或是对普通购房者来
说，“房住不炒”都将作为一项长
期政策被坚持下去。

一方面，坚持“房住不炒”体
现了楼市政策的稳定性，有助于

“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实
现，促进楼市长期平稳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这也将持续淡化
各方的投机冲动，进一步遏制炒
房现象。

当然，坚持“房住不炒”，强调
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并不代表
行业发展缺少新的机遇。首先，
在“房住不炒”的政策背景之下，
促进住房消费的重点在于“健康
发展”，并不是不要发展。其次，
随着租赁住房、装修改造、配套升
级等新消费需求持续提升，包括
房屋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
正迎来新的机遇，这也将成为房
地产行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在住房租赁方面，随着租购
并举的住房政策取向更加明晰，
未来住房租赁将在解决居住问题
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不仅
能够满足居民多层次居住需求，
还能稳定消费者预期，进而保持
楼市健康发展。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 5 年，各地将对合理性购房
和租房需求保持鼓励，同时会给
予房屋租赁行业更多支持。

支持和鼓励租房市场健康发展的同时，监管也不能落下，
特别是在长租公寓接连“爆雷”的当下。目前，长租公寓企业
为了加速发展抢占房源，所开展的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短钱
长投模式蕴藏不少危机。下一步，各地应促进长租公寓企业
秩序优化，加强对长租公寓的监管。

在金融政策方面，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增长，投资
投机性购房需求旺盛，金融资源在一些地方过多向房地产
领域集中，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
在实现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背景之下，
未来涉房金融政策会更加审慎，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监管
力度也会持续加大，通过买房进行投资的空间将进一步被
压缩。

总体来看，购房者大可不必担忧房价大涨或大跌。随着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加健康稳定，未来会有更多保障性政
策落地，进一步实现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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