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992389.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00000.00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主要有：一、成立普陀区第三次全国土地

调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区三调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实施；二、

制定本区三调实施方案，明确调查任务、工作制度、责任分工以及进

度安排等；三、依据《政府采购法》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要求，通过招

投标方式选择调查单位；四、根据全市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外业

调查软件、数据管理平台和数据库进行三调工作；五、对区级数据和

成果进行全面自检后上报市土地调查办。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组织开展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2020年2月底完成三调增量更新数据调查；

2020年3月配合市调办完成统一时点更新成果和数据入库工作；

2020年底完成全区地籍册建册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开展普陀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全面查清全区土地资源和

利用情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

有效保护土地资源等工作提供基础和依据。在2019年完成工作基础

上，按照实施计划时间安排，全面完成普陀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

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992389.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该项目于2019年1月启动，至2019年9月已完成对我区10个街镇4165

个图斑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及工业仓储用地、储备土地和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专项调查。调查成果已通过区级检查和市级检查，报国土

资源部核查。待国家审核通过后，2020年要在调查成果基础上完成地

籍册建册工作，组织开展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完成三调增量

更新数据调查，并配合市调办完成统一时点更新成果和数据入库工作

。

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土调查

办发〔2018〕1号）

2、《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调查

办发〔2018〕3号）

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沪府办〔2018〕9号）

4、《关于印发<上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沪

土地调查办〔2018〕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在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成果基础上，全面细化和完善土地利用基础数据，翔实掌握土

地利用状况和土地资源变化情况，全面提升数据质量，进一步健全土

地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规划和

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工作需要，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延续性项目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产出目标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社会效益

人力资源

其它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财务管理

财务职能分离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分离

合规

预算执行率

资金到位及时性

专款专用率

=100.00%

及时

=100.00%

成果完成度 =100.00%

人员到位率 =100.00%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中标价格审价差异率 ≤10.00%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00%

资金到位率 =100.00%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项目管理

2020年绩效目标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45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5568166.10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政策知晓度 =100.00%

其他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战略目标适应性

规范

适应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数量 实际完成率 =100.00

项目管理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00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财务管理 财务职能分离性 分离

=1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采取土地评估项目半年报的模式进行项目监管，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项目实施计划*：

一、依据项目抽选相应的评估公司

二、与评估公司进行联系沟通、进行相应的委托、提供相应资料

三、对评估的价格进行审核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有利于普陀区地块价格的准确评估，有利于本年度普陀区地块价格

的准确评估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5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项目概况*：
在土地出让以及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存量补地价等的审批中对土地

价格确定采取评估模式

立项依据*：
依据市规土资源局2015年8月21日施行的《关于明确土地评估相关

工作要求的通知》（沪规土资地规[2015]597号）有关规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可以更准确专业地评估土地价格

计划开始日期*： 2018/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土地评估费 延续性项目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99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0000.00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桃浦智创城东部拓展区

控规修编及方案征集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桃浦科技智慧城拓展区规划范围东至中环，南至金昌路，西至南何

支线，北至沪嘉高速，总面积3.7平方公里。目前拓展区与真如和

智慧城核心区相比发展滞后，原控规绿地落实难度大，配套不足等

问题较为突出。另一方面，上位规划对本规划范围提出了更高的定

位，从简单的生产性服务业向科技创新、综合服务等功能转变，因

此按照卓越全球城市的高标准和新要求，制定适应地区发展的规划

策略，开展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深化推动地区转型发展。

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桃浦地区总体转型发展的要求，及2035上海市总

体规划，目前核心区已完成规划调整，启动拓展区规划调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桃浦拓展区存在转型升级的上位导向、内在诉求和历史机遇，因而

有必要按照卓越全球城市的高标准和新要求，推进城市设计国际方

案征集和控规调整，深化推动地区转型发展。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国际方案征集，征集国际水准的城市设计方案，之后邀

请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规划设计团队，由规划设计团队依据合同

履行义务，深化城市设计和控规调整，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收，并

请市规土局参与把关，审核作品质量，保证规划的各项水平。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1月-2019年3月底 国际方案征集；2019年4月-2019年9月底

评估报告；2019年10月-2019年12月底 任务书；2020年1月-2020

年3月底 控规修编；2020年3月-2020年6月底 附加图则编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桃浦科技智慧城东部拓展区城市设计研究、控规修编和附加图

则编制，促进拓展区转型升级发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99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规范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效果目标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各

阶段工作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类别

*：

计划完成日

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十四五空间战略

规划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开展普陀区十四五空间战略规划编制工作，明确普陀区在十四

五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空间布局和城市建设要求。

立项依据*： 普陀区单元规划。普陀区十四五规划。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对十四五期间普陀区的发展明确方向，起到规划引领的作用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

的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

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长寿路景观规划研究成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十四五空间战略规划编制工作。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

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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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桃浦科技智慧城

W06-1401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052、079、088街

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养老院、电信机房地

块）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桃浦科技智慧城W06-1401单元052、079、088街坊位于普陀区

西北部，东至绿棠路、南至永登南路、西至祁连山路、北至常和

东路，用地面积约11.3公顷。

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桃浦地区总体转型发展的要求，在上海2035总

体规划指导下，推进核心区建设发展，启动桃浦智创城核心区

052、079、088街坊规划调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根据区领导指示精神，为引入高能级养老设施，鉴于当前已

出让养老地块较为局促，计划将052-04地块北侧052-02和052-03

地块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一并调整为养老设施用地，建议尽快启动

规划调整，加快推进我区养老设施建设。2、现状电信局用房占

用了规划桃清路和部门托马斯实验学校用地，而电信局用房拆除

难度大费用高，阻碍道路实施计划和学校项目办理。须加快启动

规划调整，推进道路和学校实施；同时有利于祁连山路主干道形

象展示。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规划设计团

队，由规划设计团队依据合同履行义务，研究调整方案，有效编

制控规调整成果，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收，并请市规土局参与把

关，审核成果质量，保证规划的各项水平。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2019年3月底，控规调整（实施深化）方案研究与上

报申请；2020年4月-2020年6月底，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

深化（初步方案）》；2020年7月-2020年8月底，意见征询与规

划公示；2020年9月-2020年11月底，编制完善《控制性详细规

划实施深化（报审方案）》；2020年12月，规划方案报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桃浦科技智慧城W06-14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052、079、

088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完成规划调整工作，按规定程

序、按时保质推进各阶段计划目标，为桃浦地区整体发展提供基

础。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2020年绩效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时效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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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中山北社区C06-

0202单元B2B3街坊局

部调整(东新村)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拟调整地块位于长寿社区，武宁路、光复西路以北，中山北路

以南，东新支路以西，总用地面积约23公顷。拟调整学校与住

宅用地的位置，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调整住宅地块容积率，以

利于推动地区建设发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立项依据*： 区政府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推进地区发展和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

的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

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1-2020.2 现场调研和访谈；2020.3-2020.5 提交初步成

果；2020.5-2020.8 提交中期成果；2020.9-2020.10 中期成果

完善，提交最终成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按时

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6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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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22街坊局

部调整（实施深化）

（桃浦村菜场）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22街坊位于中槎浦以东、武

威路以南、红棉路以西、白丽路以北，规划范围约13.3公顷。

立项依据*：
根据区领导要求，将现状农贸市场调整为地下设置，服务桃浦及

周边地区，地上部分按规划实施绿化。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确保规划绿地实施的前提下，解决桃浦及周边地区居民买菜问题

。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

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

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一季度启动规划调整，二季度编制规划调整方案并上报市

局，三季度方案公示，四季度获市政府批复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22街坊局部调整（实施

深化）（桃浦村菜场）。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按时保质的推

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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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新渡口地块控规调整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新渡口地块位于长风新村街道内，北至华师大，南至苏州河，

西至文沁苑，东至黎金苑，用地面积约22990平方米。

立项依据*：
根据区领导指示，充分依托华师大教育资源优势，通过规划调

整合理布局苏州河沿线产业孵化园区。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利用园区吸引人创新人才集聚，提高周边城市空间活力，完善

服务设施体系，提升苏河岸线品质。通过城市设计提升光复西

路临河视线。同时加强两岸联系，加强创意产业园服务半径。

为此需对新渡口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打造空间复合

的创业型社区。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

的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

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一季度完善评估报告，上报控详调整任务书。二季度编

制初步方案。三季度规划公示，编制规划草案。四季度报规委

会审议。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新渡口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按程序推进商务流

程，并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5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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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万里社区W060701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18、

24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

化）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普陀区万里社区W060701单元18街坊和24街坊位于万里街道，北

至华灵路、东至真金路、南至真北路、西至富水路，规划用地面

积66.34公顷。拟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工作，主要涉及用

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高度的调整，增加配套设施。

立项依据*：

综合万里现状资源、居民诉求及社区发展目标，以《万里社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2007）》和《万里街道“共享社区”发展规划

（2016）》为依据，该区域需增加社区级体育设施，补足基础教

育设施的缺口，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促进公共空间活力。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落实社区体育设施，同时扩大一处小学规模，营造功能复合

、设施完善、高效便捷的宜居社区，进一步集约节约利用存量土

地，改善居住环境。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

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

收，保证本次方案的设计水平。

项目实施计划*：

2019.7-2019.10 完成评估报告，上报控详调整任务书。 2019.10-

2019.12任务书批复后，编制初步方案并召开评审会。2020.1-

2020.3开展规划公示，编制规划草案。2020.4-2020.5编制规划草

案，上报技术审查。2020.6-2020.7 成果上报审批。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万里社区W060701单元18街坊和24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

调整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

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5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效果目标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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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11街坊局

部调整（实施深化）

（白丽消防站）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白丽消防站选址区域位于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内，金迎路东侧、银杏路

北侧，用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

立项依据*：
《普陀区公共消防站专项规划（2013—2020）》、普陀区十四五建设

项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白丽消防站选址应在消防队需5分钟内

可以到达辖区边缘，初步选址区域位于金迎路、银杏路周边地区，该区

域人员密集，老式居民楼和大型工厂物流仓库较多，区域火灾隐患多，

建设条件成熟，为此，我局会区消防支队拟定上述方案，通过普陀区槎

浦物流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11街坊局部调整落实规划新增消防站，以适

应普陀区城区发展及消防安全的需求，为区域规划管理及消防设施建设

提供依据。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设计单

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一季度启动规划调整，二季度编制规划调整方案并上报市局，

三季度方案公示，四季度获市政府批复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普陀区槎浦物流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11街坊（白丽消防站）局部调

整。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各阶段

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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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国棉一厂地块控规调整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国棉一厂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调整范围北至常德路，南至

胶州路，西至规划支路，东至规划一路，街坊总用地面积5.53公

顷。

立项依据*： 区政府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增加长寿社区小学一处，缓解教育设施紧缺现状，解决东侧现状

住宅和商办建筑的城市更新遗留问题。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

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

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1-2020.2 现场调研和访谈；2020.3-2020.5 提交初步成

果；2020.5-2020.8 提交中期成果；2020.9-2020.10 中期成果

完善，提交最终成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并按时保

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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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历史建筑甄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拟对普陀区范围内所有历史建筑进行普查和保护甄别工作。

立项依据*：

上海将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在全面普查基础上，严格甄别、梳

理筛选，抢救一批历史建筑，控制一批保留建筑，提升一批保护

建筑，将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纳入保留保护范围，确立城市有

机更新、以保留保护为主的理念。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目前，市政府对历史保护建筑高度关注，要求各区县积极开展历

史保护工作，进行抢救性保护，以更好的保护上海的历史留存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公开招标，专家评审，成果递交市局备案

项目实施计划*：
2020.3-5月开始基础调研；2020.6-8月开展评估工作；2020.9-

10月完成最终成果并进行专家评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推进我区历史保护工作的开展，完成普陀区历史建筑甄别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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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长风社区

W060602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pt0269街坊局部调

整(实施深化）(体育设施)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长风社区体育设施位于普陀区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内，同普路

南侧，中江路西侧，用地面积约6600平方米。

立项依据*：

根据区领导指示，为面向普陀、服务大众，以服务长风地区研发、

办公等就业人群及普陀南部居住人群，在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

内设置一处体育设施。积极拓展业态，丰富体育产业内容，推动区

域体育、住宅、休闲、商业的综合开发和融合发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在满足全民综合健身需求的基础上，建设有针对性、综合性的体育

设施项目。为此需对普陀区长风社区W0606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pt0270b街坊局部调整，适度提高建筑规模，使其成为普陀区南部城

市体育服务核心。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设

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一季度完善评估报告，上报控详调整任务书。二季度编制初

步方案。三季度规划公示，编制规划草案。四季度报规委会审议。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长风社区体育设施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按程序推进

商务流程，并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各

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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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500000.00

一级目标

效果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
北新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局部调整项目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项目概况*：
北新泾地区位于普陀区西南部，东至真北路，南至苏州河，西至祁

连山南路，北至金沙江路，用地面积约1.9平方公里。

立项依据*：

在上海2035总体规划指导下，根据十届区委三次全会精神，加速普

陀区南翼滨河活力带的协同发展和转型提升，加快经济转型、社会

转型、城区转型的要求，形成长征—长风一体化联动发展计划，打

造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以长风生态商务区为核心区，进一步

北拓西进东扩，盘活空间资源，带动区域整体能级提升，实现北新

泾地区转型发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北新泾地区作为两长地区“西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发展形势

和要求下，现状以标准厂房为主的物质空间，相对低效的产业能级

已无法满足当前新兴产业和城市功能发展的要求，需要重新审视地

区发展的客观需求、机遇和挑战，需要对土地利用、开发空间、道

路交通等进行整体优化，开展相应的地区规划调整。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确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设

计单位，由设计单位依据合同履行义务，我局按照合同分步验收。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一季度完善评估报告，上报控详调整任务书。二季度编制初

步方案。三季度规划公示，编制规划草案。四季度报规委会审议。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北新泾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按程序推进商务流程，

并按时保质的推进各个阶段性计划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569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财政投入乘数 =1.00

质量 时效性
项目启动后，按计划开展

各阶段工作

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度 =1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