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普陀区2019年单位预算

预算单位：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目录

一、单位主要职能

二、单位机构设置

三、名词解释

四、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五、单位预算表

    1．2019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2．2019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3．2019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4．2019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5．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6．2019年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7．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8. 2019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六、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主要职能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是上海市普陀区政府下属独立编制财政预决算的单位，财政财务关系隶属于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
人民政府。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主要职责如下：协助政府抓好财经工作，编制财政预算草案、年度决算；负责镇财政预算内外各
项资金管理，协助做好政府采购工作。



长征镇财政所机构设置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属于基层单位，不设内设机构。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
支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
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
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
用经费支出。



2019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19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总额为75265.6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75265.6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
目支出75265.6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市场进度管理事务（款）市场监督管理专项（项）30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万
元，2019年预算安排30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

    2. 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4000万元，主要用于科技企业产业扶持。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000万
元，2019年预算安排4000万元，与2018年预算执行数持平。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红十字事业（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16.2万元，主要用于红十字事业支出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9.27元，2019年预算安排16.2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74.67%。主要原因是：工作开展需要。

    4. 卫生健康支出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65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公共卫生支出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32.83万
元，2019年预算安排65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减少51.07%。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

    5. 节能环保支出（类）其他节能环保支出（款）其他节能环保支出（项）3050万元，主要用于其他节能环保支出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3938.39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3050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减少22.56%。主要原因是：工作开展需要。

    6.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15902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环境卫生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6153.54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15902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58.42%。主要原因是：工作开展需要。

    7.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款）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项）50000万元，主要用于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和管理支出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60826.41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50000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7.8%。主要原因是：工作开展需要。

    8. 预备费（类）2202.40万元，主要用于预备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元，2019年预算安排2202.40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主要
原因是：工作开展需要。



2019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科目

预算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752,655,972.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0,000.00 300,000.00

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52,655,972.00 二、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政府性基金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2,000.00 162,000.00

二、事业收入 四、卫生健康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四、其他收入 六、城乡社区支出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八、预备费 22,023,972.00 22,023,972.00

收入总计 752,655,972.00 支出总计 752,655,972.00 752,655,972.00



2019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经营收入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0,000.00 300,000.00

201 38 市场进度管理事务 300,000.00 300,000.00

201 38 04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 300,000.00 300,00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6 99 其他科学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2,000.00 162,000.00

208 16 红十字事业 162,000.00 162,000.00

208 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2,000.00 162,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210 04 公共卫生 650,000.00 650,000.00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1 99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1 99 0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2 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27 预备费 22,023,972.00 22,023,972.00

合      计 752,655,972.00 752,655,972.00



2019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0,000.00 300,000.00

201 38 市场进度管理事务 300,000.00 300,000.00

201 38 04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 300,000.00 300,000.00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6 99 其他科学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2,000.00 162,000.00

208 16 红十字事业 162,000.00 162,000.00

208 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2,000.00 162,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210 04 公共卫生 650,000.00 650,000.00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1 99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1 99 0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2 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227 预备费 22,023,972.00 22,023,972.00

合      计 752,655,972.00 752,655,972.00



2019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52,655,972.00 一、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0,000.00 300,000.00

二、政府性基金 二、 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2,000.00 162,000.00

四、 卫生健康支出 650,000.00 650,000.00

五、 节能环保支出 30,500,000.00 30,500,000.00

六、 城乡社区支出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七、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八、 预备费 22,023,972.00 22,023,972.00

收入总计 752,655,972.00 支出总计 752,655,972.00 752,655,972.00



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执行数

2019年预算数 2019年预算数比2018年执行数

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增减额 增减率%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300,000.00 300,000.00 - -

201 38 市场进度管理事务 - 300,000.00 300,000.00 - -

201 38 04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 - 300,000.00 300,000.00 - -

206 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0 0.00%

206 99 其他科学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0 0.00%

206 99 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40,00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2,748.00 162,000.00 162,000.00 69,252.00 74.67%

208 16 红十字事业 92,748.00 162,000.00 162,000.00 69,252.00 74.67%

208 16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92,748.00 162,000.00 162,000.00 69,252.00 74.6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328,347.70 650,000.00 650,000.00 -678,347.70 -51.07%

210 04 公共卫生 1,328,347.70 650,000.00 650,000.00 -678,347.70 -51.07%

210 04 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1,328,347.70 650,000.00 650,000.00 -678,347.70 -51.07%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9,383,887.24 30,500,000.00 30,500,000.00 -8,883,887.24 -22.56%

211 99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9,383,887.24 30,500,000.00 30,500,000.00 -8,883,887.24 -22.56%

211 99 01 其他节能环保支出 39,383,887.24 30,500,000.00 30,500,000.00 -8,883,887.24 -22.56%

212 城乡社区支出 61,535,433.79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97,484,566.21 158.42%

212 05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61,535,433.79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97,484,566.21 158.42%

212 05 01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61,535,433.79 159,020,000.00 159,020,000.00 97,484,566.21 158.42%

215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608,264,147.28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8,264,147.28 -17.80%

215 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608,264,147.28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8,264,147.28 -17.80%

215 08 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
支出

608,264,147.28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8,264,147.28 -17.80%

227 预备费 - 22,023,972.00 22,023,972.00 - -

合      计 833,237,048.76 752,655,972.00 752,655,972.00 -80,581,076.76 -9.67%



2019年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
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备注：本单位2019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故此表为空。



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备注：本单位2019年无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故此表为空。



2019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备注：本单位2019年无“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故此表为空。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三公”经费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预算。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11142.3万元，其中：

    （一）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万元。 

    （二）政府采购工程预算7019万元。 

    （三）政府采购服务预算4123.3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29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75265.6万元。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及内容：根据上海市和普陀区的十三五规划，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
业结构，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普陀区长征镇积极
发挥财政扶持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入驻长征镇、且税收落地的户管企业，按照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给
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2）组织架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具体由长征镇企业服务分中心和长征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实施；
a、申报条件：在长征镇注册、税收户管属于长征镇、运营规范，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对区域经济贡
献率较大或者有一定社会效益的企业。
b、业务流程：享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应填写区财政局统一格式《企业基本情况表》和《政府扶持
资金申请表》，由户管所属经济责任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填报企业服务中心初审。镇经发办复核，
提交镇主管审批，再分批上报区财政局兑现扶持资金；
c、资金拨付：全部实现区财政国库直拨，拨付资金在区镇两级年度财力清算时统一结算。
d、扶持范围：主要用于扶持符合长征镇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对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企业、空转
商贸型企业以及占用资源的小餐饮企业，服务业不能给予扶持。

立项依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3、《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市区（县）财政扶持政策的意见》沪财预[2010]69号、
4、《关于规范本镇财政扶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5、《产业扶持工作操作方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积极发挥财政扶持侦测和资金引导作用，着力培植新裁员，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为长征镇的区域经济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规范等，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杜绝资金的挤占、挪用、截留和使
用不合规等现象。      

项目总预算（元） 40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5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39944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400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企业和经济园区递交申请材料；
第二阶段：经发办和镇领导审批核准后上报区财政申请拨付扶持资金；
第三阶段：区财政审批通过后拨付资金。

项目总目标
根据长征镇打造成为上海西部新兴商贸科技重要承载区的总体目标，积极构建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体、
科技产业为引领的复核长征实际的产业体系，促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税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年度绩效目标

阶段性目标：对区域贡献率较高的企业进行扶持，促使长征镇按照市、区产业发展导向，合理调整产
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能级，稳定存量企业水源，促进新进企业早产税，多产税，为提升区域经济发
展实力增添后劲。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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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采购申请规范性 规范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投入和管理目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质量 中小企业补贴完成率 =100%

质量 中小企业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

时效 中小企业补贴工作发放及时性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税收落地率 ≥50%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增长率 ≥0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情况 增长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处理率 =100%

满意度 招商引资服务方面的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其它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其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其它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其它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服务经济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及内容：根据上海市和普陀区的十三五规划，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
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普陀区长征镇积
极发挥财政扶持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入驻长征镇、且税收落地的户管企业，按照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给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2）组织架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具体由长征镇企业服务分中心和长征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实
施；
a、申报条件：在长征镇注册、税收户管属于长征镇、运营规范，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对区域经济
贡献率较大或者有一定社会效益的企业。
b、业务流程：享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应填写区财政局统一格式《企业基本情况表》和《政府扶
持资金申请表》，由户管所属经济责任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填报企业服务中心初审。镇经发办复
核，提交镇主管审批，再分批上报区财政局兑现扶持资金；
c、资金拨付：全部实现区财政国库直拨，拨付资金在区镇两级年度财力清算时统一结算。
d、扶持范围：主要用于扶持符合长征镇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对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企业、空
转商贸型企业以及占用资源的小餐饮企业，服务业不能给予扶持。

立项依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3、《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市区（县）财政扶持政策的意见》沪财预[2010]69号、
4、《关于规范本镇财政扶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5、《产业扶持工作操作方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积极发挥财政扶持侦测和资金引导作用，着力培植新裁员，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为长征镇的区域经济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规范等，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杜绝资金的挤占、挪用、截留和使
用不合规等现象。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10882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招商引资服务经济 100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企业和经济园区递交申请材料；
第二阶段：经发办和镇领导审批核准后上报区财政申请拨付扶持资金；
第三阶段：区财政审批通过后拨付资金。

项目总目标

根据长征镇打造成为上海西部新兴商贸科技重要承载区的总体目标，积极构建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体、
科技产业为引领的复核长征实际的产业体系，促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税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年度绩效目标

阶段性目标：对区域贡献率较高的企业进行扶持，促使长征镇按照市、区产业发展导向，合理调整产
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能级，稳定存量企业水源，促进新进企业早产税，多产税，为提升区域经济发
展实力增添后劲。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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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投入和管理目标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采购申请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质量 中小企业补贴完成率 =100%

质量 中小企业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

时效 中小企业补贴工作发放及时性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税收落地率 ≥50%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增长率 ≥0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情况 增长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处理率 =100%

满意度 招商引资服务方面的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其它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其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其它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其它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科技企业产业扶持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01-0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及内容：根据上海市和普陀区的十三五规划，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产业结
构，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普陀区长征镇积极发挥财政
扶持政策的引导作用，对入驻长征镇、且税收落地的户管企业，按照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给予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扶持；
（2）组织架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具体由长征镇企业服务分中心和长征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实施；
a、申报条件：在长征镇注册、税收户管属于长征镇、运营规范，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对区域经济贡献率
较大或者有一定社会效益的企业。
b、业务流程：享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应填写区财政局统一格式《企业基本情况表》和《政府扶持资金
申请表》，由户管所属经济责任单位签字盖章确认后，填报企业服务中心初审。镇经发办复核，提交镇主
管审批，再分批上报区财政局兑现扶持资金；
c、资金拨付：全部实现区财政国库直拨，拨付资金在区镇两级年度财力清算时统一结算。
d、扶持范围：主要用于扶持符合长征镇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对高耗能、高污染、高危险企业、空转商贸
型企业以及占用资源的小餐饮企业，服务业不能给予扶持。

立项依据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3、《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市区（县）财政扶持政策的意见》沪财预[2010]69号、
4、《关于规范本镇财政扶持政策的若干意见》、
5、《产业扶持工作操作方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积极发挥财政扶持政策和资金引导作用，着力培植新税源，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为长征镇的区域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内部控制规范等，保证资金的专款专用，杜绝资金的挤占、挪用、截留和使用不
合规等现象。      

项目总预算（元） 4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400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
成

科技企业产业扶持 40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企业和经济园区递交申请材料；
第二阶段：经发办和镇领导审批核准后上报区财政申请拨付扶持资金；
第三阶段：区财政审批通过后拨付资金。

项目总目标
根据长征镇打造成为上海西部新兴商贸科技重要承载区的总体目标，积极构建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体、科技
产业为引领的符合长征实际的产业体系，促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税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年度绩效目标
阶段性目标：对区域贡献率较高的企业进行扶持，促使长征镇按照市、区产业发展导向，合理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发展能级，稳定存量企业税源，促进新进企业早产税，多产税，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增
添后劲。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质量 补贴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科技创新转化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税收落地率 ≥50%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情况 增长
社会效益 补贴企业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年度税收情况 增长
满意度 补贴企业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其它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其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其它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其它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长征镇规建办

项目名称 城市精细化管理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
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改善城区环境面貌，巩固全国卫生镇，国家卫生区，文明城区
创建成效。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全爱卫发〔2016〕5号）《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习总书记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要求，通过卫生镇、健康镇及国家卫生城区、文明
城区的创建、复审，持续改善市容环境与居住区环境卫生面貌，为市民创造干净整洁、宜居的
工作生活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广泛发动宣传，组织各类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持续改善市容环境与居住区环境卫生面貌，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项目总预算（元） 128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8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爱国卫生及市容环境管理 11

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及应急处理 104

镇管道路委托保洁服务 686

创建健康镇 30

老真北环境综合整治扶持性拨款 122

应急处置 298

健康社区建设 25

市容、环卫作业部门一线工人高温等慰问费用 9

项目实施计划
按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及卫生镇、卫生城区、文明城区创建要求安排组织各类专项环境整治活
动

项目总目标 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巩固国家卫生镇、卫生城区、文明城区创建成效

年度绩效目标 确保卫生镇、卫生城区、使命满意度测评等各项检查顺利通过，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环境整治活动完成率 100%

环境整治工作覆盖率 100%

环境整治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市容环境改善情况 有所改善

居住区环境卫生 有所改善

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政策宣传情况 到位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长征镇规建办

项目名称 旧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工程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旧小区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工程镇匹配资金（2015-2018年结转支付）

立项依据 区房管局下达的修缮计划，区政府相关文件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区房管局下达的修缮计划，区政府相关文件要求。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按区房管局要求，市区政府旧住房修缮文件、规范。

项目总预算（元） 494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94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梅川馨苑 1500000

新长征花苑一街坊 8800000

新长征花苑二街坊 10150000

梅四 5000000

梅川路799弄 5000000

北巷小区一期 3000000

星梅花苑 5000000

梅一 4500000

梅六 65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按区房管局要求

项目总目标
按区房管局要求

年度绩效目标 按区房管局要求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 合格

工程安全率 100%

工程完工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修缮房屋质量 达到安全要求

小区环境改善情况 有所改善

居民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备注
项目前期手续由区房管局委托实施单位进行，项目施工、监管由房管局进行。按房管局缴款
通知支付工程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