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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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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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政策补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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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总预算（元）： 35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427360000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投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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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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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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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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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中小企业补贴完成率 =100%
中小企业补贴标准达标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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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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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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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绩效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5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数量

质量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产出目标

影响力目标
规范

充分

健全

效果目标

中小企业补贴工作发放

及时性
=100%

规范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档案管理规范性

健全

健全

社会效益

满意度

有责投诉处理率 =100%
招商引资服务方面的满

意度
>85%

时效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区域税收落地率 ≥50%

就业人员增长率 ≥0

就业人员情况 增长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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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政策补贴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科技企业产业扶持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总预算（元）：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2000000

一级目标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规范

健全

100%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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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人力资源

充分

健全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社会效益 区域税收落地率 ≥5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就业人员情况 增长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满意度

补贴企业投诉处理率

年度税收情况

产出目标
质量 补贴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科技创新转化率 =100%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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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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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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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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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9452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1652020.08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100%质量 环境整治活动完成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健全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2020年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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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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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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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9452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8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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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城市精细化管理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100%

=100%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质量
环境整治活动完成及时

率

规范

到位

》85%

规范

健全

影响力目标

社会效益 群众满意度

长效管理 项目立项规范性

长效管理 政策宣传情况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市容环境改善情况

社会效益 居住区环境卫生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

档案管理规范性

质量 环境整治工作覆盖率

产出目标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80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2654724

一级目标

合规

=100%

合格

大有改观

≥85%

无

社会效益 居民满意度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数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数量 微更新改造完工率

质量 质量验收

质量 小区环境面貌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安全事故发生数 无

项目管理 工程签证合规性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小区单独立项，采用项目招标形式确定施工单位、签订合

同，定期检查确保项目正常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小区需要及区相关部门要求，委托设计确定改造方案，

招标确定施工单位，按计划进行。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确保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小区微更新改造项目完成。提高居

民满意度，提升小区环境面貌。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80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小区美丽家园微更新建设项目,主要是绿化调整、道路划线、

六小工程景观道路建设。包含前期设计、监理、招标、施工

、审计等费用。

立项依据*： 区有关部门要求，镇长办公会议纪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区职能部门要求，美丽家园建设结合小区微更新改造，

提升小区环境面貌。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基本建设工程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小区建管美建设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效果目标

健全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及时

规范

健全长效管理

社会效益 完成及时性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档案管理规范性

长效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81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779320

一级目标

达到安全要求

有所改善

≥85%

规范

健全

社会效益 居民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立项规范性

长效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修缮房屋质量

社会效益 小区环境改善情况

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 合格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工程安全率 =100%

时效 工程完工及时性 及时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区房管局要求，市区政府旧住房改造文件、规范。

项目实施计划*： 按区房管局、水务局要求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区房管局、水务局要求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524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33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根据区房管局、环保局下达的小区雨污水分流改造计划，对小

区实施雨污水分流改造、新排管道、道路翻修等项目

立项依据*： 区房管局下达的改造计划，区政府相关文件要求，美丽家园建

设要求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区房管局下达的改造计划，区政府相关文件要求，美丽家园建

设要求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基本建设工程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项目名称*： 小区雨污水分流改造工

程

其他一次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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