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62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121782.6

一级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时效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政策知晓度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625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5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二级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社区红十字会工作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区红十字年度缴费标准、文件要求统一执行相关任务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概况*： 红十字会经费：开展红十字知识、救护包扎培训及人道主义

求援活动，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

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社会救助及相关服务工作，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力量，改善最易

受损害群体境况，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参与应急

救护、人道救助、遗体捐献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具

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红十字会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禁毒工作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项目概况*： 1、强化管理，积极实施跟踪帮教,严格落实“四位一体(家庭、居委、禁毒社工

、派出所)”的帮控方案，对帮教对象做到“五知”即知基本情况、知主要社会交

往范围、知家庭经济状况、知现实思想状况、知异常的活动时间和方向。

2、排摸跟踪，排查去向不明人员。发挥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作用，

从最基层的居民、楼组长到居委会，再延伸到派出所，整合大家的力量，努

力对去向不明人员进行下访排查。

3、“两会”等重大节点期间维稳工作，所有社工必须紧紧围绕在街道周边，配

合街道开展相关的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重点对象24小时排摸工作。

4、发挥“就业基地”作用，切实为吸毒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解决就业难题。今

年通过 “乐业工作室”、“膜拜单车”等就业基地共为5名吸毒人员成功推荐就业

。

5、禁毒宣传工作：在长寿路街道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带领下、街道高度支持

下有序开展了进场所、进学校、进社区的“三进”宣传活动，宣传受众人数达到

10000余人，发放禁毒宣传品10000余份。
立项依据*： 根据我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切实保障禁毒工作经

费。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设立可以有效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顺利开展社戒社康人员的日常

管理和帮扶救助工作，通过“五所联动”机制推动工作落实，运用项目化工作提

升工作成效；通过向社区、学校、单位等重点地区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减少

毒品犯罪纪律，有效预防涉毒案件的产生，从而促进社区平安建设和综合治

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项目通过建立“五所联动”机制开展社戒社康在内的特殊人员帮扶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1、抓好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主要包括：带领好两支禁毒队伍，即社工队伍

和志愿者队伍。

2、抓业务工作要从基础性环节入手，注重打基础，创实效，主要是：

（1）加强与公安派出所等部门的联系。

（2）协调街道民政、就业部门，拓展多渠道来解决吸毒人员就业问题，帮助

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保障基础生活，增强服务对象戒断信心。

（3）加大志愿者协助禁毒工作的力度，以培训和岗位练兵为抓手，挖掘其社

会资源和潜能，辅助禁毒工作更好地开展。

（4）扭转薄弱环节。不断提高“撤管率”、“戒护率”、“社戒、社康人员执行率”

等相关数据，使其达到或保持全区平均水平。（5）开展在校中小学生毒品预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本着“以人为本”和“稳定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宗旨，严格落实维

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深入排查因吸毒引起的不稳定因素，采取有效措

施化解不稳定隐患，为创设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99793.1

一级目标

2020年绩效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99971.77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工会服务工作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 否

项目概况*： 街道总工会在街道党工委和区总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坚持围绕中心大局谋划推进任务目标，深化工会改

革，持续引领、凝聚、服务职工，做好团结教育、维护权益及服务职工的工

作，带领职工为区域实现经济增长建功立业。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上海市工会条例》、《上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相关工会工作。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街道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基

层党组织联系基层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街道总工会在组织职工、引导职工

、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街道总工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上海基层工

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制定了《长寿路街道总工会工作经费使

用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度为继续深化劳动和技能竞赛，继续推进“群众性劳动竞赛助推”项目，

你开展“普陀区餐饮行业技能比武大赛”；同时为了加强职工身体素质，激发基

层工会活力，拟通过开展职工羽毛球比赛提高工会组织影响力，丰富职工业余

生活。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打造职工身边的工会。扩大实事项目受益面和影响力，让更多职工群众

受益；受惠聚焦职工权益保障；推进职工文体活动繁荣发展，充分发挥职工文

化建设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增强职工精神力量中的推动作用。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844954.12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社区文化建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项目概况*：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法规全书》、《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

有关规定，经费全额拨款。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一切社区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注重文化产品以文化人的

作用，借助于互联网等新型传播方式，培育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

念和道德观念。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

的文艺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街道总工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上海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制定了《长寿路街道总工会工

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坚持“兴文化”原则，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纳入街

镇财政预算。街镇严格按照经费标准用于加强人员培训、活动开发等，提

升文化创新和服务能力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兴文化”的使命任

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

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

面和适用性。让人民群众在长寿这片热土上享受到更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9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

（元）：

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

额（元）：

500000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社区教育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项目概况*： 推动社区教育工作，开展社区公益活动，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普及各类技能

培训。

立项依据*：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上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若干规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

定，经费全额拨款。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一切社区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经费保障，同时聘请社区教育专业教

师投入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青少年教育。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坚持社区教育公益性原则，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学校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纳入街镇（教育局）财政预算。街镇（教育局）按照常住人口人均每年不少于

10元的经费投入，用于学校加强师资培训、课程开发、课题研究等，提升办学

能力。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课时费约26万，公用事业宽带费约5万，学校办公支出设备维护约10万，课

题研究、学习团队、品牌创建、成果汇演、暑期活动、宣传制作等约9万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积极参与促进文明城区、学习型社区建设、社区教育示范街镇建设，不断提供

服务和支持，并取得一定的课程资源建设成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5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1897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5790044.91

一级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

根据普陀区“同心家园”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建设导则要求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普陀区“同心家园”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建设导则要求，提

供综合便民服务、养老服务、助餐服务、卫生医疗服务、文体服务、亲子

服务等公共服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功能布局，为居民提供更多

优质便利服务，切实增强尊重获得感、满意度。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18972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94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长寿路街道东新片区（含西沙为老服务中心及凯旋服务站）、宜昌片区、

新会片区及胶州片区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中心运营

立项依据*： 根据市委“1+6”文件精神和《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按区委

、区政府打造社区“15分钟生活圈”，全面提升社区综合管理服务能效的要

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长寿路街道共有建成已运营网格片区（中心）2个，在建网格片区（中心）

2个。根据区委、区政府打造社区“15分钟生活圈”，全面提升社区综合管理

服务能效的要求为满足15分钟生活圈的要求， 片区中心按“1+3+N”工作格

局，内设党群服务中心、管理工作站和服务工作站及延伸拓展的“N”功能，

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服务，增强尊重获得感、满意度。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572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572717.53

一级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

制定完善的考核内容、考核达标奖申请机制、考核方式及达标奖励标准，确保项

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拟根据既定的时间节点，完成2020年上半年度和下半年度公房和售后房物业一体

化服务考核达标奖励。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推进我街道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市场化”建设，切实改

善居住环境质量，提高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提升居民对物业管理服

务的满意度。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5728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572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对公房和售后房55个小区进行物业测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公房和

售后房物业一体化服务考试达标奖励。

立项依据*： 根据《普陀区住宅小区建设“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实施意见》

、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一体化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相关通知的工作要求以及

2018年10月15日街道党工委会议通过的长寿路街道公房售后房及早期商品房物业

考核达标奖励实施细则。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规范长寿路街道物业管理规范化管理，全面提高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

平，提升居民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减少物业服务投诉和矛盾纠纷，推动公

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市场化运作。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一

体化达标补贴

一次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62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6279916.5

一级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

制定完善的考核内容、考核达标奖申请机制、考核方式及达标奖励标准，确

保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拟根据既定的时间节点，完成2020年上半年度和下半年度早期商品房物业服

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推进我街道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不断规范物业行业行

为，切实改善居住环境质量，提升居民对物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62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2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对早期商品房44个小区进行物业测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早期

商品房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

立项依据*： 根据《普陀区住宅小区建设“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实施

意见》、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达标奖励工作相关通知的工作要求以及

2018年10月15日街道党工委会议通过的长寿路街道公房售后房及早期商品

房物业考核达标奖励实施细则。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规范长寿路街道物业管理规范化管理，全面提高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水平，提升居民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率，减少物业服务投诉和矛盾纠纷，

在继续推动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同时，将物业服务考核

达标奖励范围覆盖至早期商品房。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

务考核达标奖励

一次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661383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834360

一级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目标责任书》

项目实施计划*： 在上一个购买服务方服务完成前，通过招投标和比价流程确定下一个年度

的中标单位；根据居民区实际情况进行垃圾厢房及投放点日常维修保养及

支付每月水电费。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争创“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街道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6613837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34501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垃圾厢房及投放点日常维修保养及水电费。

立项依据*： 根据《普陀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及绿色账户工作实施方案》以及《关于推

进普陀区第三方机构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各街道（镇）

应负责在区域内形成两支队伍——一支生活垃圾分类指导队伍、一支生活

垃圾分类监督队伍”的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切实做好长寿路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垃圾厢房建设改造工程经费 一次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32793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6332555.91

一级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时效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有效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

《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目标责任书》、《长寿路街道创建无

违居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1、一季度支付2018年“五违”整治经费不足部分；

2、二季度支付2019年“五违”整治尾款部分；完成2020年拆违队伍的招

投标工作并支付首付款；

3、三季度支付2020年“五违”整治项目进度款；

4、四季度进行2020年“五违”整治项目的审价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五违四必”整治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力争成为“补短板”的排

头兵和先行者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2793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37321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一是通过购买第三方巡查服务，做到止新减存；二是按要求进行各项

整治工程，包括天井“四统一”、居改非、沿街无证经营、“三合一”、地

下空间、彩钢板换顶等专项工程。

立项依据*： 巩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成果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对街道内区域，进行覆盖全面的持续巡查，常态掌握第一手的现场情

况，严防出现新增回潮及缓拆恶化，按要求拆除“无证数据库”内的违法

建筑进行销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2020年“五违”整治经

费

一次性专项业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