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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投入产出，受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委

托，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

实施了绩效跟踪。现将跟踪结果情况概述如下： 

一、项目概述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科技发展，造成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

全球性环境污染和资源缺失，如气候变化、空气雾霾等日趋严重，迫

使人类对环境保护越来越关注。23 年前，以改造生态环境和限制城

市无序扩张为初衷，上海市借鉴国外经验，开建城市和郊区间的柔性

缓冲带—环城绿带。 

上海市环城绿带（2004 年后称为“上海市外环生态专项建设工

程”）位于上海外环线两侧，规划宽度为 500 米，全长 98 公里，总面

积达 6208 公顷。上海环城绿带分为 7 段，涉及浦东新区和闵行、嘉

定、宝山、徐汇、长宁、普陀等 7 个区，其中 8 个大型主题公园分布

在浦东新区、闵行区和宝山区。普陀区政府、市绿化局于 2005 年上

报了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和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普陀区政府、市

绿化局上报的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议书《关于普陀区生

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沪发改城〔2005〕302 号）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沪发改城〔2005〕502 号），同意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内容。

2012 年 2 月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

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2012〕161 号）中对普陀区生态

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批复：长约 3.5 公里，沿外环线 100 米林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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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400 米宽区域，占地总面积约 142.61 公顷，工程施工面积为 67.547

公顷。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自 2005 年本项目获得上海市建设工程

报建表后，开始组织实施建设。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分 3 个标段建

设，合同约定的绿化建设面积共计 622,954.00 平方米。其中第Ⅰ标段

系于 2008 年经公开招投标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海衡元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实施，Ⅰ标段工程已竣工结算，并于 2015 年支付工程尾款。第

Ⅱ、Ⅲ标段系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经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中标

单位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Ⅱ、Ⅲ标段基本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尚未办理工

程验收和竣工审价。 

二、项目资金 

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批复后的预算金额为 1,500 万元，

资金全部来源于普陀区财政。项目单位编制 2018 年预算时未按子项

进行细化，经评价小组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绿化建设科项目负

责人初步沟通了解，2018 年项目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普陀区生态

专项项目第Ⅱ、Ⅲ标段的工程款和二类费用。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实际支付第Ⅱ标段的工程款 5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3%。本次

项目绩效跟踪评价范围仅包括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度拟

计划支付的Ⅱ和Ⅲ标段的绿带建设工程款以及二类费用。 

三、项目管理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价组对项目产出类指标的“建设工程完

成率、竣工验收完成率、工程进度及时率、竣工验收及时率”等指标

进行跟踪。根据项目内容，并结合实际情况，截止 9 月 30 日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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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Ⅲ标段的工程建设，并及时进行竣工验收。在跟踪过程中，评价

小组发现，Ⅱ、Ⅲ标段尚未办理竣工验收。 

四、绩效偏差指标及偏差分析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组经过走访调研、数据收集，普陀

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产生偏差的指标有： 

投入管理方面：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计划推进剩余

地块的建设，没有安排新增建设内容，未制定项目相应的建设工程计

划和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预算编制不够合理。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实际支付了Ⅱ标段工程款 5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3%，

预算执行有偏差。 

项目管理方面：2005 年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市绿化管

理局《关于上报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普府

〔2005〕64 号），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计划于 2005 年启动，2007 年

基本完成，2010 年全部建成。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实际于 2008

年启动，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Ⅱ、Ⅲ标段验收、竣工审

计等，无法确认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的建设启

动较晚，工程进度晚于计划实施时间，过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 

项目产出方面：根据项目内容，结合实际情况，截止 9 月 30 日，

应完成Ⅱ、Ⅲ标段的工程建设，并及时进行竣工验收。在跟踪过程中，

评价小组发现，Ⅱ、Ⅲ标段基本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工程进度较为

滞后，尚未办理竣工验收。 

五、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根据 2012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意《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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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61 号）》的通知（沪绿容〔2012〕52 号），工程施工面积

为 675,470 平方米，实际上，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中标

施工单位签订的Ⅰ、Ⅱ、Ⅲ标段合同，约定的绿化面积 622,954 平方

米，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因尚未办理验收、竣工审价等，无法确

认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经评价组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沟通了

解，截止 2017 年末，基本完成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要求的 62 万平方米

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的建设任务，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后续的主

要内容系对上述建设内容进行工程收尾、结算。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

本项目很可能无法完成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工作，也无法实现设计

批复中建设 675,470 平方米绿化面积的目标。 

截止 9 月 30 日，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实际支出 590 万元，均为

支付Ⅱ标段的工程款，预算执行率为 39.33%，由于 12 月很可能无法

完成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工作，很可能无法完成项目当年的预算。 

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1.未针对 2018 年的预算制定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分三个标段进行绿化建设，截止 2017 年

底，生态专项Ⅰ标段已经完成竣工审价；第Ⅱ、Ⅲ标段，基本已经完

成工程建设，但尚未办理竣工审价和工程验收。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 2018 年计划推进剩余地块的建设，没有安排生态专项工程的新

增内容建设，未制定相应的项目建设工程计划和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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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启动较晚，工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自 2005 年本项目获得上海市建设工程

报建表后，开始组织实施建设，实际于 2008 年对第Ⅰ标段进行公开

招投标，并与中标单位合同约定工程时间为 2008 年 2 月 5 日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实际于 2015 年完成验收，支付工程尾款。Ⅱ标段于

2012 年公开招投标选定中标单位，2013 年开始实施建设；Ⅲ标段于

2013 年组织公开招投标选定中标单位，2016 年开始实施。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Ⅱ、Ⅲ标段尚未完成验收，尚未办理竣工审价和工程

验收。无法确认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的建设启动较晚，工程进度晚于计划实施时

间，过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 

（二）措施建议 

1.加强预算管理，合理安排项目 2019 年度的预算资金 

建议预算单位前期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落实年度的实施内

容。根据实施的具体内容测算年度的绿化建设工程资金及二类费用，

并制定资金的使用计划，合理安排 2019 年度项目预算资金。 

2.项目单位积极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建议项目单位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对已经完成建设的工程项

目，尽快办理完工验收手续，对尚未开展绿化建设的地块，建议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努力做好各方协调工作，或者申请办理项目变更

手续。 

（三）纠偏情况 

建议预算单位，针对当年很可能无法执行的预算，及时办理预算

调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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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自 2005 年启动至今，历时较长，绿带建设

工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针对近年来暂未安排生态专项工程建设的情

况，评价小组建议项目单位考虑中止普陀区生态专项的绿带建设，待

实施条件成熟后，提请专报至普陀财政局，申请项目资金，再次启动

绿带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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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海市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 

绩效跟踪结果报告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完善部门

预算的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海上

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的委托，根据《上海

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的规定，对上

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实施绩效跟踪。

经过绩效目标梳理、数据采集、访谈等必要的跟踪程序，采用绩效分

析和统计方法，在梳理、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目的 

1.项目简要背景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科技发展，造成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

全球性环境污染和资源缺失，如气候变化、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可清

洁水源耗竭、空气雾霾等日趋严重，迫使人类对环境保护越来越关

注。23 年前，以改造生态环境和限制城市无序扩张为初衷，上海市

借鉴国外经验，开建城市和郊区间的柔性缓冲带—环城绿带。 

环城绿带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沿外环线道路两侧一定宽度的绿

化用地，是上海市最大的跨世纪生态工程，是上海市环、楔、廊、园、

林绿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合理布局，控制城市无限

蔓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一项重大举措。自 1989 年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和上海市园林管理局

就城市环城绿带的建设进行了战略性的部署和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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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环城绿带（2004 年后称为“上海市外环生态专项建设工

程”）位于上海外环线两侧，规划宽度为 500 米，全长 98 公里，总面

积达 6208 公顷。整个绿化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100 米林带、400 米

绿带和主题公园。形态是以“藤”为主的“长藤结瓜”式，“藤”指的是整

个绿化带，即以 100 米林带和 400 米绿带为主体的生态防护绿地，为

纯林结构；“瓜”指的是围绕着“藤”的 8 个大型主题公园，即供市民游

览的生态休憩绿地，为绿地和配套设施结构。上海环城绿带分为 7

段，涉及浦东新区和闵行、嘉定、宝山、徐汇、长宁、普陀等 7 个区，

其中 8 个大型主题公园分布在浦东新区、闵行区和宝山区。 

根据上海市外环生态专项建设工程规划，为整治普陀区外环线沿

线脏乱差的环境现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促进

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普陀区政府、市绿化局于 2005 年上

报了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和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普陀区政府、市

绿化局上报的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议书《关于普陀区生

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沪发改城〔2005〕302 号）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沪发改城〔2005〕502 号），同意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桃浦镇，南至沪宁铁路，北至走马塘，长约 3.5 公里，基本

沿外环线 100 米林带外侧 400 米宽区域，不包括其中已建绿地，总面

积约 77.2 公顷（以实测为准），分期分块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工程

内容包括绿化种植以及土方挖填、简易道路铺筑、林中小品等，绿地

以外的社会服务、市政交通等项目不在本项目中。普陀区生态专项项

目投资估算金额为 137,200 万元。资金来源于市财政专项资金和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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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其中市财政专项资金承担 20,000 万元1，其余资金由普陀区

政府自筹。2012 年 2 月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

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2012〕161 号）中对

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批复：长约 3.5 公里，沿外环线 100

米林带外侧 400 米宽区域，占地总面积约 142.61 公顷，工程施工面

积为 67.547 公顷。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外环生态专项工程启动建设至

今 20 余年来，经历了 100 米绿带一期、二期、400 米绿带、生态专

项等四个建设阶段，已建成约 4000 公顷以生态为核心，与自然水系、

湿地、田园风光等共同构成具有生态防护、景观观赏、休闲健身、文

化娱乐、公共服务、防灾避难等多功能的城市公共绿地。绿带规划范

围内，除迪士尼地块 920 公顷外，仍有约 1300 公顷未实施建设，其

中上海市外环生态专项工程规划中普陀区建设段的绿化工程面积为

77.2 公顷，2012 年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

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2012〕161 号）面积为 67.547

公顷。普陀区施工合同约定绿化建设面积合计为 62.2954 公顷。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自 2005 年项目获得上海市建设工程报

建表后，开始组织实施建设。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普陀区生态专

项项目分 3 个标段建设，合同约定的绿化建设面积共计 622,954.00 平

方米。其中第Ⅰ标段系于 2008 年经公开招投标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

海衡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实施，Ⅰ标段工程已竣工审价，并于 2015

                                                           

1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是补贴资金的批复》（沪

发改城〔2007〕068 号），同意该项目市财政补贴资金由 15,000 万元调整为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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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付工程尾款。第Ⅱ、Ⅲ标段系分别于 2012 年、2013 年经公开招

投标的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工程建设。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Ⅱ、Ⅲ标段尚未办理工程

验收和竣工审价。 

根据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建设安排，2018 年普陀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申请当年预算金额 1,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普陀区生态专项

项目Ⅱ和Ⅲ标段的工程款以及二类费用，资金全部来源于区财政。截

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实际支出 5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3%。

本次项目绩效跟踪评价范围仅包括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

度拟计划支付的Ⅱ和Ⅲ标段的绿带建设工程款以及二类费用。 

2.项目目的 

通过实施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以景观为特质，以生态防

护、社会服务、文化景观、防灾避难等多重为一体的城市景观绿地；

建设一条城市与郊区之间的绿色缓冲带，防止中心城市无限蔓延，有

利于改善普陀区桃浦镇外环线沿线脏乱差的环境现状；有利于提升环

境卫生质量和市容市貌，进一步保护和改善普陀区生态环境，完善城

市布局。 

（二）项目起止日期 

1.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起止日期（项目建议书）：2005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2.项目年度预算起止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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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踪时段：对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进行 2 次绩效跟踪，第一次

跟踪时段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第二次跟踪时段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4.跟踪范围：2018 年度生态专项绿带建设工程Ⅱ和Ⅲ标段工程款

以及二类费用。 

（三）项目资金情况 

1.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概算资金明细及资金来源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城〔2005〕502 号），普陀区生态工

程建设工程总面积 77.2 公顷，总投资 137,200 万元。 

2012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意《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2012〕

161 号）》的通知（沪绿容〔2012〕52 号），普陀区绿化建设工程施

工面积 67.547 公顷，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122,527 万元，其中：工程建

安费 6,770 万元，其他建设费 797 万元；预备费 378 万元。资金来源

市财政资金承担 15,000 万元2，其余由普陀区政府自筹。详见表 1： 

表 1:普陀区生态专项工程项目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项目投资概算金额 

1 工程建安费 6,770.00 

2 其他建设费 797.00 

3 预备费 378.00 

4 前期工程费 114,582.00 

合计 122,527.00 

                                                           

2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是补贴资金的批复》（沪

发改城[2007]068 号），同意该项目市财政补贴资金由 15,000 万元调整为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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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项目预算明细及资金来源 

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批复后的预算金额为 1,500 万元，

资金全部来源于普陀区财政。 

项目编制 2018 年预算时未按子项进行细化，经评价小组与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绿化建设科项目负责人初步沟通了解，2018 年

项目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Ⅱ、Ⅲ标段的工程款

和二类费用。详见表 2。 

表 2: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2018 年预算金额 备注 

1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 1,500.00 
 

合计 1,500.00 
 

3.生态专项项目建设合同金额及支付金额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工程建安费以及其二类费用，合同金额共计

75,064,152.00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付 51,549,503.20

元，如根据合同金额，尚需要支付 21,868,117.80 元。详见表 3： 

表 3：普陀生态专项项目建设合同金额及支付金额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类别 合同金额 审定金额 

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已付金额 

尚需要支付

的尾款金额 

1 Ⅰ标段工程 16,083,658.00 14,437,127.00 14,437,127.00 0.00 

2 Ⅱ标段工程 47,286,550.00 
 

26,930,183.00 20,356,367.00 

3 Ⅲ标段工程 6,608,344.00 
 

5,986,953.20 621,390.80 

（一）工程费用（小计） 69,978,552.00 
 

47,354,263.20 20,977,757.80 

4 设计费 2,150,000.00 
 

2,150,000.00 0.00 

5 初步设计评审 100,000.00 
 

100,000.00 0.00 

6 造价咨询 1,250,000.00 
 

885,000.00 365,000.00 

7 Ⅰ标段工程监理 296,200.00 
 

296,200.00 0.00 

8 Ⅱ标段工程监理 1,106,400.00 
 

663,840.00 442,560.00 

9 Ⅲ标段工程监理 183,000.00 
 

100,200.00 82,800.00 

（二）二类费用（小计） 5,085,600.00 
 

4,195,240.00 890,360.00 

合计 75,064,152.00 
 

51,549,503.20 21,868,1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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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跟踪期间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实际使用资金 590 万元，总预算执

行率为 39.33%。 

表 4：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1-9 月实际支出 预算执行率 

1 Ⅱ标段工程费用 590.00 39.33% 

合计 590.00  

4.资金拨付流程 

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资金拨付采用国库直拨方式。 

（四）项目的主要内容及完成情况 

1.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建议书实施计划及内容 

根据 2005 年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市绿化管理局《关于

上报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普府〔2005〕64

号）的实施内容和计划如下： 

①实施范围：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总面积 77.2 公顷。 

②实施计划：2005 年启动建设，计划于 2007 年基本完成，2010

年全部建成。 

③项目具体实施责任单位：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和普陀区绿化

管理局共同实施。 

2.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实施内容 

根据 2012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转发上海市城乡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的通

知（沪绿容〔2012〕52 号）的实施内容：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

总面积 67.547 公顷，其中，建、构筑物占地 0.17 公顷，道路广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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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4.57 公顷，水体面积 5.11 公顷，绿化面积 57.69 公顷，绿地率 93%。

工程主要内容包括绿化种植、土方造型、水系沟通、道路、桥梁、园

林小品，以及给排水、电气照明等配套设施。 

3.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绿化建设内容及完成情况 

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自 2008年开始建设以来至 2017年底分

三标段实施，除无法建设的地段外，基本完成了绿带建设。 

Ⅰ标段：2008 年经公开招投标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海衡元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绿化建设工程面积为 277,470 平方米，项目

已竣工验收，并于 2015 年支付工程尾款。 

Ⅱ标段：2012 年经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建设面积为 276,810 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绿化种植、景观小品、电器照明、排水、土方造型、

水系沟通及一年的绿化养护。 

Ⅲ标段：2013 年经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中标单位上海普陀区

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建设。建设面积为 68,674 平方

米，土建小品三处景点，4m 宽主干道 3,784 平方米，2m 宽生态休闲

步道 1,357 平方米，拱桥 2 座，平桥 3 座，水体面积 7,348 平方米。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暂未安排生态专项工程的建

设，故未制定项目建设工程计划。经与普陀区绿容局绿化建设科沟通

了解，2018 年项目预算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

Ⅱ、Ⅲ标段的工程款及二类费用，但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未制定

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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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生态专项绿化建设项目自 2008 年开始分三个标段开始实

施。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实施单位。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建设工程约定的主要内容及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表 5：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绿化建设内容 

标

段 
工程内容 

绿化面积 

（平方米） 

合同约定日

期 

工程承包

单位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完工

情况 

工程验

收情况 

审价情

况 

Ⅰ 

绿化种植、土方造

型、道路地坪、景

观小品、养护等。 

277,470 

2008年 2月 5

日-2008 年 5

月 15 日 

上海衡元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完工 已验收 已审价 

Ⅱ 

绿化种植、景观小

品、电气照明、排

水、土方造型、水

系沟通及一年绿

化养护。 

276,810 

2012 年 9 月

25 日-2013 年

10 月 30 日 

上海普陀

区园林建

设综合开

发有限公

司 

完工 未验收 未审价 

Ⅲ 

土建小品三处景

点，4m 宽主干道

3784 平方米，2m

宽生态休闲步道

1357 平方米，拱

桥 2座，平桥 3座，

水体面积 7348 平

方米。 

68,674 

2016年 5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 

上海普陀

区园林建

设综合开

发有限公

司 

完工 未验收 未审价 

二、绩效目标的核对和确定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由于项目单位在立项阶段申报项目的绩效目标不够合理，项目投

入和产出、效益目标的关联度、匹配度和逻辑性不够合理，绩效指标

设置不够明确，评价小组根据《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

财绩〔2014〕22 号）的要求，为该项目修订了项目的绩效目标，并

在绩效跟踪评价正式开始前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进一步沟

通，确定最终的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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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总目标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建设自 2005 年启动建设，计划建成绿地面

积 67.547 公顷。普陀区生态工程的建设以生态防护为主，兼具生态

休憩功能，以改善普陀区桃浦镇外环线脏、乱、差的环境现状；提升

环境卫生质量和突出市容市貌的整合出新，提升全区的城市形象；提

高普陀区乃至整个上海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优化周地区

的投资环境，提高上海综合竞争力。 

2.项目具体目标 

2018 年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主要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普陀生态专项项目绿化建设工程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结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核对和确定情况 

1.绩效目标的跟踪核对 

评价小组根据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要求，评价小组结合项目实际开

展情况，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进一步沟通，梳理了 2018 年普

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的绩效目标，并将该项目的个别目标进行细化。 

2.绩效跟踪目标的确定 

为使本次项目绩效跟踪评价能够如实反映项目的资金使用及项

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评价小组选择本次绩效跟踪适用的绩效指标，设

定绩效指标的跟踪考评值。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暂未安排生态专项工程的建

设，故未制定项目建设工程计划，未制定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经与普陀区绿容局绿化建设科沟通了解，2018 年项目预算资金主要

用于支付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Ⅱ、Ⅲ标段的建设工程费用和二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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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合同内容、工程建设特点设定项目的跟踪目标

值。其中预算执行率方面根据任务过半，资金过半的原则，设定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跟踪目标值为 75%。 

表 6：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绩效跟踪选择绩效目标表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项目完成时

目标值 
跟踪目标值 

是否跟

踪 
理由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75% 是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合理 是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是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是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是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有效 是  

项目建设进度控制情况 100% 100% 是  

数量目标 
建设工程完成率 100% 100% 是  

竣工验收完成率 100% 100% 是  

时效目标 
工程进度及时率 100% 100% 是  

竣工验收及时率 100% 100% 是  

质量目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否 
按计划不

开展 

绿化种植达标率 100% 100% 否 
按计划不

开展 

社会效益 

绿化建设布局合理性 100% - 否 尚未体现 

保持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促进

作用 
95% - 否 尚未体现 

普陀区生态专项范围内景点

知晓度 
95% - 否 尚未体现 

景观面貌提升情况 95% - 否 尚未体现 

绿地率 93% - 否 尚未体现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有效性 健全、有效 - 否 尚未体现 

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 95% - 否 尚未体现 

相关管理者满意度 95% - 否 尚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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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本项目由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为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项目

的具体开展和实施，按照合同约定进度申请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完

工后，按照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核定后，根据项目竣工结算审价

金额支付工程尾款。 

上海市园林设计院：负责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设计。 

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普陀区生态专项项

目Ⅱ、Ⅲ标段的绿化建设工程。 

上海银锦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Ⅱ、

Ⅲ标段建设工程的施工监理。 

（二）项目管理情况 

（1）采购阶段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普陀区生

态专项建设的施工单位。 

（2）实施阶段 

项目实施主要由工程中标单位实施建设，工程监理单位负责对施

工过程监督、检查，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作为项目的主管单位，

定期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管和指导。 

（3）项目验收阶段 

项目由验收按照生态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批复等相关要

求，对生态专项工程施工建设内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合同内容

进行验收。由上海市园林绿化工程安装质量监督站进行工程质量监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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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织实施的实际情况与目标的差异情况说明 

评价小组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

知》（沪财绩〔2014〕22 号）的相关精神，对 2018 年普陀区生态专

项项目已完成情况进行了走访调研、数据收集，从而对项目的管理情

况进行分析。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普陀区 2018 年生态专项项目

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但项目立项时未制定项目建

设工程计划，未制定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 5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3%，执行进度未

达到预期目标值。具体分析如下： 

1.投入管理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B1 投入

管理 

预算执行率 75% 

2018 年预算安排 15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实际支付了Ⅱ标

段工程款 59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39.33%。 

偏差 

预算编制合

理性 
合理 

项目单位根据尚需要支付的项目建

设费用，预估 2018 年度的预算金额，

未制定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预

算编制不够合理。 

偏差 

2.财务管理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B2 财务

管理 

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单位已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

度，项目实施单位具有相应的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且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 

无偏差 

财务监控有

效性 
有效 

项目实施单位已具有相应的监控机

制，且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

的监控措施。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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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管理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B3 项目

管理 

项目管理制

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普陀

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建议书》并经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由上

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批复的

《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的批复》，项目采用工程监理对工

程施工进行过程管理。工程施工按照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T82-99）、《园林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DG/TJ08-701-2000）、

《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

（DG/TJ08-701-2005）等管理制度，

制度较为健全且合法、合规、完整。 

无偏差 

项目管理制

度执行有效

性 

有效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开

展业务。 
无偏差 

项目建设进

度控制情况 
有效 

2005 年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

市绿化管理局《关于上报普陀区生态

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普

府〔2005〕64 号），普陀区生态专项

项目计划于 2005 年启动，2007 年基

本完成，2010 年全部建成。普陀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实际于2008年启动，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Ⅱ、

Ⅲ标段验收、竣工审计等，无法确认

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普陀区生态专

项项目的建设启动较晚，工程进度晚

于计划实施时间，过程进度控制不够

有效。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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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产出目标的实现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项目产

出类 

建设工程完

成率 
100%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基本已经完

成工程建设。 
无偏差 

竣工验收完

成率 
100%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Ⅱ、

Ⅲ标段的工程验收手续。 
偏差 

工程进度及

时率 
100% 

Ⅱ标段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2012

年 9 月 25 日-2013 年 10 月 30 日，实

际开工日期为 2013年 4月 8日至 2014

年 6 月 8 日；Ⅲ标工程施工合同约定

工期为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6 日。建设工程未按进度组织实施。 

偏差 

竣工验收完

成率 
100%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基本完成了

尚未办理Ⅱ、Ⅲ标段的竣工验收手续。 
偏差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评价组对项目产出类指标的“建设工程完

成率、竣工验收完成率、工程进度及时率、竣工验收及时率”指标进

行跟踪。根据项目内容，结合实际情况，截止 9 月 30 日，应完成Ⅱ、

Ⅲ标段的工程建设，并及时进行竣工验收。在跟踪过程中，评价小组

发现，Ⅱ、Ⅲ标段基本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工程进度较为滞后，尚

未办理工程验收、竣工结算。 

（三）项目实际绩效与目标的差异情况，以及对差异原因的详细

说明 

Ⅱ标段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2012 年 9 月 25 日-2013 年 10

月 30 日，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8 日至 2014 年 6 月 8 日；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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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 2016年 5月 6日至 2017年 11月 26日，

实际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6 日，建设工程进度不够及时。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手续。经与项目单位

沟通了解，部分地块不能形成良好的建设成果，从而影响工程了竣工

结算。 

五、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根据 2012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意《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

〔2012〕161 号）》的通知（沪绿容〔2012〕52 号），工程施工面积

为 675,470 平方米，实际上，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中标

施工单位签订的Ⅰ、Ⅱ、Ⅲ标段合同，约定的绿化面积 622,954 平方

米，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验收、竣工结算等，无法确认

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评价小组经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沟通了

解，2018 年 12 月很可能无法完成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工作，无法

实现设计批复中建设 675,470 平方米绿化面积的目标。 

截止 9 月 30 日，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实际支出 590 万元，均为

支付Ⅱ标段的工程款，预算执行率为 39.33%，由于 12 月很可能无法

完成Ⅱ、Ⅲ标段的工程验收工作，很可能无法完成项目当年的预算。 

六、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未针对 2018 年的预算制定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经近几年项目的实施，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分三个标段进行绿化

建设，截止 2017 年底，生态专项Ⅰ标段已经完成验收及竣工决算审

价，Ⅱ、Ⅲ标段，基本已经完成工程建设，但尚未办理竣工审计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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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验收。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 年计划推进剩余地块的建

设，没有安排生态专项工程的新增内容建设，未制定相应的项目建设

工程计划和较为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2.项目启动较晚，工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 

2005 年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市绿化管理局《关于上报

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普府〔2005〕64 号），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计划于 2005 年启动，2007 年基本完成，2010 年

全部建成。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实际于 2008 年经公开招投标，

选定中标单位上海衡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Ⅰ标段绿化建设，

合同约定工程时间为 2008 年 2 月 5 日至 2008 年 5 月 15 日，实际于

2015 年完成验收，支付工程尾款。Ⅱ标段于 2012 年经公开招投标，

选定中标单位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合同约定

工程时间为 2012 年 9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开工备案时间

为 2013 年 4 月 8 日-2014 年 6 月 8 日）；Ⅲ标段于 2013 年经公开招

投标，选定中标单位上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合

同约定工程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但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Ⅱ、Ⅲ标段尚未完成验收。经普陀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城市建设科解释，Ⅱ、Ⅲ标段但尚未办理竣工审计和工程验收。 

根据 2012 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意《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关于普陀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沪建交

〔2012〕161 号）》的通知（沪绿容〔2012〕52 号），工程施工面积

为 675,470 平方米，实际Ⅰ、Ⅱ、Ⅲ标段合同约定的绿化面积 622,954

平方米，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尚未办理验收、竣工审计等，无法

确认准确的绿化面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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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的建设启动较晚，工程进度晚于计划实施时

间，过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 

（二）措施建议 

1.加强预算管理，合理安排本项目 2019 年的预算资金 

建议预算单位前期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落实年度的实施内

容。根据实施的具体内容测算年度的绿化建设工程资金及二类费用，

并制定资金的使用计划，合理安排 2019 年度项目预算资金。 

2.项目单位积极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建议项目单位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对已经完成建设的工程项

目，尽快办理完工验收手续，对尚未开展绿化建设的地块，建议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努力做好各方协调工作，或者申请办理项目变更

手续。 

（三）纠偏情况 

建议预算单位，针对当年很可能无法执行的预算，及时办理预算

调整手续。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普陀区生态专项项目自 2005 年启动至今，历时较长，绿带建设

工程进度控制不够有效。针对近年来暂未安排生态专项工程建设的情

况，评价小组建议项目单位考虑中止普陀区生态专项的绿带建设，待

实施条件成熟后，提请专报至普陀财政局，申请项目资金，再次启动

绿带建设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