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书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书

姓 名 杨杨

专 业 工商管理硕士

研究方向 财政税收

录取类别

入学时间 2017 年 9 月

指导教师 李立明

学院名称 MBA 教育中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2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杨杨 所在学院 MBA 教育中心

专 业 工商管理硕士 研究方向 财政税收

年 级 2017 级 指导教师 李立明

论文题目 W 市环境保护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二、论文选题根据

（一）说明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重点说明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二）综述与本题有关的研究动态与实践进展

(一) 本题的背景与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

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日益增长。为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财政部于2011年 4 月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1]285

号)，强调“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健康

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柴静事件”后，环境保护问题备受大众瞩目，环境污染

问题已然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

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然而与之对应的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发展程

度明显滞后资金增长速度。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通过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原则、依据、指标体系、标准、

方法、实施过程等归纳分析,以武汉市环境保护支出项目为例，结合国外先进的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方法，总结归纳出一套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保护支出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2)现实意义。本文将对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展开深入探讨，结合武汉市环保项

目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建议，在阐述问题并剖析问题

成因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武汉市环保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策略。

(二)综述与本题有关的研究动态、实践进展

相关学者多对环境保护财政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分析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具体内容包括：

1.环境保护支出绩效理论研究

苏婕（2009）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投资增长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

增长这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环境投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王鹏，谢丽

文（2014）引入了企业技术创新这一变量，对比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这两项变量。

研究表明，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相比，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更有效地促进环境污染治理

效率的提升。

2. 环境保护支出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张庆民，王海燕（2011）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其各自的环境污染治理效

率值。陶敏（2012）、曾贤刚（2011）以及王俊能（2010）运用 DEA分别对全国多个省市的环

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分析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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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保护支出绩效分析方法研究

何平林，刘建平（2011）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测度了我国政府环境支出的效率。李宁，张

雨（2014）以青岛市为研究对象，对其环境效率进行了分析，并根据估计结果提出了提高青岛

市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

国内外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对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对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已有成果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规范性上，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如何使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结合武汉市环保项目实例，通过系统的绩效评价方法来评价环保项目绩效，并对此总

结归纳，发现存在的不足，提出解决的建议，以期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环保项目绩效评价方法。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本题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二）本题的研究重点或难点、可能的创新点

（三）列示写作大纲

（一）本题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研究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并结合武汉市环保项目绩效

评价现状，摸索出一套可以借鉴的、有可操作性的环保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

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进行理论概述，分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内涵，阐述环保项目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内容；

2．调查当前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展现状，分析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3．阐述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支出评价方法，以 XX 项目为例深刻剖析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原则、依据、指标体系、标准、方法、实施过程等；

4．结合当前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基于案例分析的结果，为完善武汉

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文拟主要采用调查法、个案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

（二）本题的研究重点或难点、可能的创新点

研究重点或难点：

1.环保项目绩效评价的应用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2.通过研究武汉市环保项目绩效评价的案例，深刻剖析环保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目的、对象

及范围、原则、依据、指标体系、标准、方法、实施过程等。

可能的创新点：通过研究归纳武汉市环保项目绩效评价的案例，以期形成一套其他城市或其

他领域可借鉴的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

（三）论文的大纲如下：

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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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的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四、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安排

第一章 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基础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概述

第二节 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第二章 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分析

第一节 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

第二节 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武汉市 XXXXXXXX环保项目绩效评价案例分析

第一节 XX环保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第二节 绩效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三节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具体实施

第四节 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借鉴意义

第四章 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完善对策

第一节 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改进思路

第二节 武汉市环保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改进措施

结 论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参考文献

附 录

致 谢

四、研究与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含时间安排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时间安排：

2017年 8月完成开题报告

2017年 9月参加开题答辩

2017年 11月前完成初稿，与论文指导教师沟通修改完善论文。

2018年 2月定稿并提交学院

（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1.查阅期刊文献资料，掌握最新的动态。

2.咨询负责武汉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部门，获得政策执行与武汉市整体情况。

3.咨询具体实施环保项目绩效评价的中介机构事务所，全面掌握具体环保项目绩效评价

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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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导教师审核意见

指出选题与研究方案等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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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题报告会组成人员及意见记录

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开题报告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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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题报告评价

1.1.1.1.综合评价意见

2.是否通过

(1)通过。 [ ]

(2)修改后通过。 [ ]

(3)修改后重新开题。 [ ]

(4)不予通过，更换选题。 [ ]

3.答辩成绩

(1)优秀[ ] (2)良好 [ ] (3)合格 [ ] (4)不合格 [ ]

(请在括号内打“√”选择)

4. 成员签名：

、 、 、 、 、

、 、 、 、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