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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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

托，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

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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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彻底改变长风工业区落后的面貌，同时为配合苏州河综合整

治工程的开展，普陀区委、区政府开始着力“聚焦长风”，对工业区进

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环境改造为该地区注入新

的活力。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是普陀区为配合长风生态商务区开

发建设，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景观，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绿化水平设立的大型公共绿地建设项目。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绿化、道路铺装、景观水体、配套建筑、园林小品、

地下停车场及相关配套水电设施等。通过长风 5A 城市开放式公共绿地

的建设，可提升长风生态商务区结构，优化区域景观面貌，增加公共

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休憩场所，

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申请 2018年度“长风 5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预算资金为 4700

万元，用于地上部分的绿地建设和土壤修复等工作。 

二、项目资金 

根据普陀区财政局批复的“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 2018

年度预算资金 4700 万元，2017 年结转资金 916.668 万元，由区财政全

额承担。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按进度完成款项支付，实际支付金

额 2082.5862 万元（其中结转资金支付 785.944 万元、2018 年预算支付

1296.6422 万元）。预算执行率 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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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管理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组严格按照跟踪方案确定的内容，通过调研、相关文件的解

读、数据采集、访谈、数据分析等方式，对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

地建设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跟踪。 

项目管理方面，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投入管理情况：资金到

位及时；财务管理情况：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监控有效。项目实施情

况：除程序管理不够有效外，项目管理制度基本健全有效。项目组织

实施的实际情况总体与目标基本无差异、无偏离。 

项目产出方面，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按土壤修复工程和

苗木种植工程量完成有延迟，计划完成率存在偏差。由于项目尚未完

成，绩效类指标和满意度指标尚不能最终衡量和体现，本次未实施跟

踪。 

项目绩效方面，2018 年项目按计划进度执行完成，预计 2019 年项

目建设完成后，可以达到提升长风生态商务区结构，优化区域景观面

貌，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良好

的休憩场所，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四、绩效偏差指标及偏差分析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项目完成计划内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良好。但是项目在执行中也存

在一些细微偏差：如项目的预算编制不够明细、预算执行率偏低，管

理程序部分不够规范、项目的进度管理不够有效。除此之外，项目其

他实际绩效与目标无差异、无偏离。 

五、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项目 2018 年预算安排 4,700 万元，2017 年结转资金 916.668 万元，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进度安排，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按进度完成款



 

3 

项支付，实际支付金额 2082.5862 万元，预算执行率 37.08%。从采购、

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情况来看，项目资金在预算范围内执行，项目成本

控制在预算之内。 

根据项目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

计划的招投标采购已经完成，其他地下工程的招投标工作正在进行；

施工合同（地上工程和土壤修复）以及其他勘察、设计、监理合同均

已经签订并按约定进度支付了合同款，按照合同和招投标内容完成了

相应的工程量。但由于新增了未在可研报告中体现的土壤修复工作，

项目计划调整不够及时，导致部分工程量完成不足，影响整体的工程

进度。 

通过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按照有

关规定、标准，项目 2019 年完成建设后可以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六、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项目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未按照年度支出计划对各项具体支

出内容编制明细的子项目预算 

2017 年和 2018 年项目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未按照年度支出计

划对各项具体支出内容分别测算并编报预算，导致预算对项目工作指

导性不足，项目预算编制明细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2.未针对项目内容调整及时修改工作计划，导致工程量完成不足、

预算执行率偏低 

由于环境保护要求的增加，项目建设必须先进行土壤修复，然后

才能进行苗木种植等相关工程工作。但项目单位未针对项目需求改变

（增加土壤修复内容）对项目工程的影响，及时调整项目的工作计划，

并针对影响工期的因素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尽可能缩小新增工程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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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整体进度的影响，导致项目拟完成工程量不足，项目预算执行率偏

低。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根据计划内容和付款进度，细化项目预算资金组成，提高预算单

位在项目预算编制依据方面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建议预算单位在申请项目年度预算时，按照工程进度的计划推进

情况，将预算总金额细化分解，将各子项目的资金预算情况阐述清楚，

细化到相应的数量和单价以及测算的数据来源，并根据付款进度申请

预算资金，提高预算执行率。 

2.完善项目实施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项目单位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变化制定针对性实施计划，并加强日

常的工作督查，划分项目单位和具体实施单位的工作职责，补充项目

实施过程中紧急情况的处理办法，以便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整体把控。 

（三）纠偏情况 

项目单位就连续两个年度项目工程量完成不足问题，在排除因前

期调研、土壤修复工程的临时增加因素的影响下，寻找项目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目前正在加强相应管理措施，预计年底土壤修复工程

可以全部完成，苗木种植工程可以完成 10%-15%左右。同时项目单位

正在开展地下车库和建筑工程的工程和监理的招标工作，各项工作同

步开展，预计 2019 年项目建设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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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 2018 年度 

“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跟踪结果报告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从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际需要出发，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客观公正地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

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是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改善财政支出

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为了解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8年度“长风 5A公共绿

地建设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和反映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效益成果，

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普陀区财政局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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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采用因素分析法、数据对比、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对 2018 年

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的财政资金使用及其效果，实施绩

效跟踪并形成跟踪结果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目的 

1.项目背景 

城市园林是城市环境的调节者，不仅可以调节气温、净化空气、

改善环境，还能美化城市市区，为人们营造更理想的生活环境。随着

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生活环境的重视程

度逐渐提高，这对园林绿化也有了新的要求。园林绿化的综合功能不

仅表现在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场所，还应承担改善空气质量和城市

气候等功能。 

上海园林绿化发展一直走在我国园林绿化行业的前列，从国内第

一株行道树的栽植到第一家公共公园落成均自上海开始。近年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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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市绿化法制的强化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在各区政府和各

社区街道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园林绿化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绿化

投资逐步增长，城市绿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长风生态商务区前身为长风工业区，地区内企业多数以传统的化

工及加工制造业，对苏州河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园区中后期随着

生产制造型企业陆续外迁，大部分工业企业已经停产，亟待通过产业

转型，实现城市功能和城区环境品质提升。为了彻底改变长风工业区

落后的面貌，同时为配合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的开展，普陀区委、区

政府开始着力“聚焦长风”，对工业区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希望通

过产业调整和环境改造为该地区注入新的活力。 

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位于长风生态商务区，东至木渎港，南

至苏州河，西至真北路中环线，北至云岭东路、占地面积约 65143 平

方米（以规土部门最终认定为准），是普陀区为配合长风生态商务区开

发建设，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景观，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提升区域绿化水平设立的大型公共绿地建设项目，具备

良好的生态和景观区位，建成后可起到净化空气、缓解商务区热岛效

应、增加区域内绿地总量等作用。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绿化、道路

铺装、景观水体、配套建筑、园林小品、地下停车场及相关配套水电

设施等。 

依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长风 5A、6A 地块公共绿地建设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沪发改环资〔2009〕023 号），项目总投资暂按 10.7

亿元控制，项目法人为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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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 日，项目获得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核发的

《关于核发长风 5A、6A 公共绿地（南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

通知》（沪规土资〔 2011 〕 411 号，编号：沪规书（ 2011 ）

BA31000020110692），确定了项目建设用地位置和性质，用地面积约

68000 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66400 平方米，规划道路用地面积约

1600 平方米，以实测为准）；同年 11 月 9 日，获得了《关于长风 5A、

6A 公共绿地（南块）建设项目预审的批复》（沪规土资预〔2011〕第

0172 号）; 

2013 年 3 月 28 日，项目获得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长风 5A、

6A 公共绿地（南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沪发改环资〔2013〕

043 号）。工程主要内容：绿化种植、土方造形、道路广场、园林小品、

公厕、门卫、变配电、垃圾房、保留建筑改造以及给排水、电气照明

等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4090 平方米，工程投资估算 43044 万元，其

中工程费用 577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03 万元，预备费用 503 万

元，前期土地费用 35829 万元; 

2013 年 4 月 23 日，项目获得了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核发

的《关于核发长风 5A、6A 公共绿地（南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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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沪规土资〔 2013〕 23 号，编号：沪规地（ 2013）

EA31000020134379）; 

2017 年，根据项目建设需要，项目法人单位由普陀区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并分别得到上海

市普陀区发改委《关于变更长风 5A 公共绿地工程项目法人的批复》（普

发改投〔2017〕3 号）、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关于同意长风

5A、6A 公共绿地（南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主体变更的复函》

（沪规土资许〔2017〕337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调整长风

5A 公共绿地项目建设主体的通知》（沪府土〔2017〕729 号）的批准。

批准的 5A 用地面积为 65143.4 平方米。 

2017 年 8 月 24 日，根据普陀区绿容局重新报送的《关于报送<长

风 5A 公共绿地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普绿容〔2017〕28 号），

项目获得了上海市普陀区发改委《关于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普发改投〔2017〕64 号），批复的工程总投资估

算 12297 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 10341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371 万

元，预备费 585 万元。2017 年 8 月 23 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

于长风 5A 公共绿地工程可行性研究征询意见回复的函》，提出了下一

步优化意见，提出“该项目位于老工业的遗址范围，土壤受污染的可能

性比较大，请安排土壤检测专业单位对现状土壤进行检测、分析，对

不符合种植要求的土壤，应提出改良方案或换土方案”等。经测定后，

区绿容局向区发改委申请调整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获得《关于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调整项目投资估算的批复》（普

发改投〔2017〕110 号），工程占地面积约 65143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 399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工程建设内容增加污染

土壤修复工程、风险阻隔工程等。工程总投资估算调整为 162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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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程建设费 13109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321 万元，预备费 771

万元。所需资金由区财政统筹协调解决。 

根据计划，区绿容局就地上绿化景观部分、工程建筑和地下车库

建设分别进行设计和报建。根据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地上绿化景观部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长风

5A 公共绿地工程地上绿化景观部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绿化、土方

造型、道路铺装、景观水体等工程以及给排水、电气等配套工程。工

程概算 7167.55 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 5883.76 万元，其他费 942.48

万元，预备费 341.31 万元。 

2018 年，根据区绿容局提交的《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项目申请当年预算资金为 4700 万元，由区财政全额承担，用

于地上部分的绿地建设和土壤修复等工作。2017 年结转资金 916.668

万元。项目计划实施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实际支付金额 2082.5862 万元（其中结转资金

支付 785.944 万元，2018 年预算支付 1296.6422 万元）。预算执行率

37.08%。 

2.项目目的 

通过长风 5A 城市开放式公共绿地的建设，提升长风生态商务区结

构，优化区域景观面貌，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为广

大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休憩场所，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二）项目起止日期和绩效跟踪期限 

1.项目起止日期 

项目开展期限：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计划在区

发改委批复范围内投入区财政统筹预算资金，即总投资估算 1620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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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13109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2321 万元，预备费

771 万元。 

2.绩效跟踪期限 

工程主要内容：绿化种植、土方造形、道路广场、园林小品、公

厕、门卫、变配电、垃圾房、保留建筑改造以及给排水、电气照明等

配套设施，以及新增加的污染土壤修复工程、风险阻隔工程等。 

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9 月 30 日，预算资金 1000 万元；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预算资金 4700 万元。 

（三）项目资金情况 

1.预算明细及资金来源 

工程总投资估算 16201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13109 万元，工程

建设其他费 2321 万元，预备费 771 万元。 

本项目 2017 年开始启动，根据项目概算，2017 年计划投入启动资

金 1000 万元，2018 年计划按总资金概算比例投入约 30%即 4700 万元。

2017 年批复的预算金额为 1000 万元，由于按照环保要求拟增加土壤修

复内容，前期调研工作量增加，实际支付 83.332 万元，结转至 2018

年 916.668 万元。2018 年项目预算金额为 4700 万元。预算全部来源于

普陀区财政。区绿容局 2017 年和 2018 年均未对项目资金按照子项目

内容进行明细预算。 

表 1：项目预算表 

名称 预算金额 

地上绿化景观部分 

绿化施工工程款 

4700 

监理费 

勘察、设计费 

其他 

土壤修复部分 土壤修复工程款及其他费 

合计 4700 

2018 年 8 月，项目进行预算调整，调整后的预算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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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项目 2018 年预算调整明细表（元） 

序号 子项目明细 年初预算 调整（+/-）） 调整预算 

1 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47,000,000.00 -21,650,684.00 25,349,316.00 

2 
长风5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规划全过

程测绘项目 
0.00 305,600.00 305,600.00 

3 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排水工程 0.00 816,000.00 816,000.00 

4 
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车库及

建筑部分）施工 
0.00 18,700,000.00 18,700,000.00 

5 
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车库及

建筑部分）施工监理 
0.00 870,000.00 870,000.00 

6 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0.00 959,084.00 959,084.00 

7 合计 47,000,000.00 0.00 47,000,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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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6422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27.59%。2017 年结转资金为 916.668 万元，实际使用 785.944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5.74%；合计预算执行率为 37.08%。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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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项目预算、实际支付及合同签订情况一览表（万元） 

项目 内容 
可研评估

值 

2017 年

预算结转 

2018 年预

算 
合同金额 

2017 年结

转费支付

情况 

2018 年支

付 
供应商 

合同签订

日期 
备注 

一、工

程费 

园林景观绿化

建筑安装工程

（地上部分） 

5884.5，最

高投标限

价：
5883.76 

916.668 

2534.9316 5589.573 558.9572 1191.753 
上海市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2017-12-21 使用 2017 年结转资金 

建筑工程 1956.1 95.9084 
  

93.2084 

上海达盛电力

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等 
  

地下空间工程

（车库及建筑

部分） 

2500 1870 
     

正在进行招投标准备工作 

排水工程 
 

81.6 80.826 0 0 
上海普陀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2018-9-28 

 

二、二

类费

用 

土壤与地下水

修复工程招标 
- - 2700 

  

上海宏瑞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建工环

境修复股份有

限公司 

2018-6-5 
系新增工程内容，可研内容

不包括 

工程设计 369.35 
 

365.28 
  

上海市园林设

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2017-10-1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百通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勘察 51.7 
 

28.3104 28.3104 
 

上海市岩土地

质研究院有限

公司 

2017-11-20 
 

工程监理 224.55 
 

137.5 27.5 
 

上海市工程设

备监理有限公

司 

2017-12-1 
 

车库及建筑部
 

87 
     

正在进行招投标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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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可研评估

值 

2017 年

预算结转 

2018 年预

算 
合同金额 

2017 年结

转费支付

情况 

2018 年支

付 
供应商 

合同签订

日期 
备注 

分）施工监理 

财务监理 70.74 
 

45 
  

上海建平工程

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 

2017-12-1 
 

招标代理单位 
  

65.0881 
  

上海百通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17年 12

月 

设计、勘察、施工（包含工

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

的编制和可能产生需要招

标的专业分包）、监理招标

代理 

招标代理单位 
  

23.769 
  

上海百通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18年6月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场地污

染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

招标代理 

全过程测绘项

目  
30.56 

  
11.6808 

上海绿路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其他费用-全过

程手续办理技

术资料归档服

务费 

  
18 

  

上海金顺建筑

技术科技有限

公司 
  

其他费用-土壤

修复相关费   
73.98 73.98 

 

上海环境科学

院   

其他费用-土壤

修复相关费   
89.5714 89.5714 

 

上海环境保护

有限公司   

其他费用-景观

设计咨询   
15.25 7.625 

 

达卡林设计咨

询（上海）有限

公司 
  

 
合计 11,056.94 916.668 4700 9,232.1479 785.944 1,296.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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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主要内容 

普陀区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于 2017 年下半

年经上海普陀区财政批复后实施。 

2018 年项目具体工作内容有：地上绿化景观部分，包括绿化工程

建设、土壤修复和二类费用。 

表 4: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内容 指标 单位 

规划用地面积 65143 平方米 

绿地面积 43152 平方米 

景观水体面积 1980 平方米 

建筑、构筑物占地面积 2720 平方米 

道路和铺装面积（含运动场地） 17291 平方米 

2.项目的实施计划、跟踪阶段计划实际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采购工作： 

①完成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招标代理采购工作：工作内容包

括设计、勘察、施工（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的编制和可能

产生需要招标的专业分包）、监理招标代理。计划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完成。 

预算资金 70 万元；采购代理机构：上海臻诚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采购日期：2017-12-14，中标供应商：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中标金额：65.0881 万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 

②完成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设计招标工作：计划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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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代理机构：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7

年 9 月，中标供应商：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365.28 万元； 

③完成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园林景观绿化建筑安装工程招

标工作：计划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最高投标限价：5883.76 万元；采购代理机构：上海百通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7 年 12 月，中标供应商：上海市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中标金额：5589.5725 万元； 

④完成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工程监理和财务监理工作； 

工程监理：计划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采购代理机构：上海百

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7 年 12 月，中标供应商：上

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中标金额：137.5 万元； 

财务监理：计划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预算资金 60 万元，采

购代理机构：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8 年 4

月，中标供应商：上海建平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45 万元； 

⑤完成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场地污染土

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招标代理采购工作：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⑥长风 5A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场地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招

标代理采购项目。招标工作内容包括环境监测、验收监测和效果评估、

场地调查评估和治理工程（含清单编制）及其他为完成本项目所可能

发生的招标代理工作。 

采购预算金额：26 万元，采购代理机构：上海臻诚建设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8-01-30，中标供应商：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23.769 万元。 

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规划全过程测绘项目招标。招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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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规划全过程测绘项目内容包括建设工

程开工放样检测、工程建设至±0 的检测、工程结构到顶后的检测、建

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验收测量、建筑工程自来水管网设计测量、上海

市机动车停车场（库）建设工程验收等提供测量技术服务。 

采购预算金额：30.56 万元，采购代理机构：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采购日期：2018-07-24。中标单位：上海绿路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完成绿化工程年度工程量：2018 年 3 月前开工；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总工程量 50%。 

完成土壤修复治理工作：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总工程量 100%。 

完成其他配套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及跟踪阶段计划实际完成情况见表 5。 

表 5：2017-2019 年项目实施计划表 

序号 内容 计划完成时间 实际完成时间 

1 完成招标代理采购工作 2017-12-31 前 2017-12-14 

2 完成勘察招标工作 2017-12-31 前 2017 年 11 月 

3 完成设计招标工作 2017-12-31 前 2017 年 9 月 

4 完成施工招标工作 2017-12-31 前 2017 年 12 月 

5 完成工程监理招标工作 2017-12-31 前 2017 年 12 月 

6 完成财务监理招标工作 2018-4-30 前 2018 年 4 月 

7 完成绿化开工及备案 2018-3-31 前 2018 年 3 月 

8 完成土壤修复招投标工作 2018-6-30 前 2018 年 6 月 

9 完成绿化工程量 50% 2018-12-31 前 
截止 2018-9-30，已完工工程量

为 5-10% 

10 完成土壤修复工作 100% 2018-12-31 前 
正在进行，截止 2018-9-30， 

已完工工程量为 50% 

11 
完成地下和地上部分建筑

工程招投标工作 
2018-12-31 前 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12 
完成地下和地上部分建筑

工程 
2019-12-31 前 - 

13 完成竣工决算审计 具体时间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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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的核对和确定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总目标 

完成长风 5A 城市开放式公共绿地的建设，提升长风生态商务区结

构，优化区域景观面貌，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为广

大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休憩场所，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2.项目具体目标 

2017 年度，按照有关规定、标准和计划，完成长风 5A 城市开放

式公共绿地的建设工程项目前期计划的招标代理采购、完成勘察招

标、设计招标、施工招标、工程监理招标工作和其他辅助工作。 

2018 年度，按照有关规定、标准和计划，完成 2018 年度计划建设

工程计划的工程量和其他辅助工作。完成土壤整治治理工作，绿化工

程按工程进度完成，完成工程监理和财务监理工作，工程质量考核达

标、各项工作完成及时。 

 预算执行率=100% 

 完成招标代理单位采购工作 

 完成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采购工作 

 按计划完成地上绿化工程量 

 完成土壤修复相关采购工作 

 按计划完成年度土壤修复工程量 

 工程质量达标 

 工程计划及时完成 

 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地覆盖率增加 

 居民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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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核对和确定情况 

1.绩效目标的跟踪核对 

由于该项目在立项阶段设置的绩效目标不够具体细化、详细明确，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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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为该项目设置了初步的项目绩效目标，

并与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进一步沟通，确定最终的项目绩效目标。 

2.绩效跟踪目标的确定 

根据区绿容局的工作计划，结合项目实施情况，确认并选取部分

目标进行绩效跟踪评价。 

表 6:2018 年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跟踪目标表 

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项目完

成时目

标值 

跟踪目

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管理

目标 

财务

管理 

具有健全的

财务（资产）

管理制度 

a.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 

b.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

计制度的规定。 

健全 健全 

要求提供财务

及其他配套管

理制度并复核

和现场访谈 

财务监理工

作流程规范

性 

a.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监理流程；b.

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

措施或手段。 

有效 有效 

要求提供财务

及其他配套管

理制度并复核

和现场访谈 

项目

管理 

项目前期手

续办理情况 

a.按规定办理了各项前期手续，包括：

立项、可研、环评、初步设计、概算、

单项工程开工手续等各项，手续齐全；

b.获得了相应的各项批复。 

齐全 齐全 

要求提供业务

管理申请及批

复或备案情况，

复核和现场访

谈 

项目管理制

度执行有效 

a.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b.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备； 

c.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

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d.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落实到位； 

e.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

或标准； 

f.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

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有效 有效 

要求提供业务

管理制度、项目

合同书、验收报

告、技术鉴定等

资料并复核和

现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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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项目完

成时目

标值 

跟踪目

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招投标及合

同管理的合

规性 

考察在选取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采购等招投标

及合同管理的合规性，投标价与实际

工程支出是否一致。a.是否通过政府采

购等程序；b.采购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

理制度规定；c.合同价与实际支出基本

一致。 

合规 合规 
项目招投标资

料、合同、访谈 

项目流程管

理 
考察项目是否存在程序倒置情况。 合理 合理 

项目招投标资

料、合同、访谈 

工程变更管

理和签证管

理情况 

考察施工过程中发生工程变更管理和

签证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 符合 签证资料、访谈 

文明施工和

安全施工情

况 

考察项目是否符合文明施工，不扰民；

施工过程安全无事故。 
符合 符合 

项目管理资料、

访谈、投诉记录 

产出

目标 

数量

目标 

完成招标代

理单位采购

工作 

考察招标代理单位采购工作计划完成

情况。包括设计、勘察、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单位，场地污染土壤与地下

水修复工程招标代理单位的采购。 

100% 

截止 9

月 30

日，采购

完成、合

同签署

完毕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核对检查 

完成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

采购工作 

考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采购工作

完成情况。 
100% 

截止 9

月 30

日，采购

完成、合

同签署

完毕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核对检查 

按计划完成

地上绿化工

程量 

考察地上绿化工程量的计划完成情

况。 
100% 

截止 9

月 30

日，采购

完成、合

同签署

完毕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核对检查 

完成土壤修

复相关采购

工作 

考察土壤修复相关单位采购完成情

况。包括招标代理采购、土壤修复施

工单位采购。 

100% 

截止 9

月 30

日，采购

完成、合

同签署

完毕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按计划完成

年度土壤修

复工程量 

考察土壤修复工程量的计划完成情

况。 
100% 

截止 9

月 30

日，采购

完成、合

同签署

完毕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核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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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项目完

成时目

标值 

跟踪目

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质量

目标 

工程质量达

标 

根据监理标准考核工程质量达标情

况。 
100% 

截止 9

月 30

日，工程

监理质

量验收

合格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根据质量标

准并核对检查 

时效

指标 

工程计划及

时完成 

考察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情况。计划于 6

月底完成合同签署，3 月底完成工程开

工，9 月 30 日前土壤修复相关招投标

工作，12 月前完成 2018 年度计划工程

量。 

100% 

截止 9

月 30

日，计划

完成及

时率
100% 

由项目实施单

位填写基础表

并根据实际完

成进度核对检

查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1.委托单位：普陀区财政局，负责财政资金的拨付和监管； 

2.项目单位：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3.项目实施单位：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预算经费申报、

预算管理、项目管理、项目执行过程中监督和考核、协调各相关单位

配合开展工作，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和解决，对项目完

成后成果进行验收评估。 

4.项目建设主要参建单位 

设计单位：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单位：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前期招标）、上海百通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勘察、施工（包含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

的编制和可能产生需要招标的专业分包）、监理招标代理）、上海百通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场地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修

复工程招标代理） 

绿化施工单位：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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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单位：上海宏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工环境修复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单位：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有限公司 

财务监理单位：上海建平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项目受益方：普陀区市民； 

6.评价单位：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 2018 年项目

的全过程的跟踪。 

（二）项目管理情况 

1.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及资金拨付流程 

2018 年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

普陀区绿容局负责实施。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执行《行政单位财

务规则》（2012，财政部令第 71 号）、《行政单位会计制度》（2013，财

库〔2013〕218 号）、《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

和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相关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财务管理制度，对财

政资金的使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管理办法的内容涉及项目立项条件

和预算编制，经费的使用，入账与报销、决算、监督考核等。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执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根据财政部门

批复的用款计划，通过单位零余额账户进行收入和支出的核算。 

项目 2017 年开始启动，2017 年预算金额为 1000 万元，实际支付

83.332 万元，结转至 2018 年 916.668 万元。2018 年项目预算金额为 4700

万元。 

具体的资金管理流程见图 1。 



 

22 

 

图 1：资金管理流程图 

 

图 2：资金拨付流程图 

2.项目管理制度及管理流程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按照相应的上级和部门管理制度，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招投标法》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2009〕49 号）《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暂行条例》等开展工作。 

通过合同约束,要求工程公司严格按照招标需求和投标文件等进行

项目实施的进度、质量控制，确保文明施工，安全无事故，项目建设

符合管理相对人和政府建设工程项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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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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

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计划和目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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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监控有效；项目管

理制度健全。项目组织实施总体上与目标无差异、无偏离。具体分析

如下： 

1.投入管理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跟踪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

论 

投

入

管

理 

预算执行

率 
100% 75% 

项目预算资金 4,700 万元，2017 年结转

916.668 万元，根据计划，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计划预算安排 75%资金量，实际支付金

额 2082.5862万元（其中结转资金支付 785.944

万元、2018 年预算支付 1296.6422 万元）。

预算执行率 37.08%。 

偏差
-37.92% 

到位及时

率 
100% 100% 

根据计划，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及时到位

资金 2082.5862 万元，到位及时率为 100%。 
无偏差 

2.财务管理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跟踪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财

务

管

理 

具有健全

的财务（资

产）管理制

度 

健全 健全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执行《行政单位财

务规则》（2012，财政部令第 71 号）、《行

政单位会计制度》（2013，财库〔2013〕218

号）、《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财

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相关项

目经费管理办法等财务管理制度，对财政资

金的使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管理办法的内

容涉及项目立项条件和预算编制，经费的使

用，入账与报销、决算、监督考核等。执行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用

款计划，通过单位零余额账户进行收入和支

出的核算。 

无偏差 

财务监理

工作流程

规范性 

规范 规范 

查阅了监理工作月报及各类款项支付情况，

均符合财务监理工作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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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项

目

管

理 

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

情况 

齐全 齐全 

项目实施单位按规定办理了各项前期手续，

包括：立项、可研、环评、初步设计、概算、

单项工程开工手续等各项，手续齐全；并获

得了相应的各项批复。 

无偏差 

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

有效 

有效 有效 

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方案制定计划，监控项目

的执行进度，通过合同约束,要求施工和监理

公司严格按照招标需求和投标文件等进行

项目实施的进度、质量控制，确保文明施工，

安全无事故，项目建设符合管理相对人和政

府建设工程项目的要求。 

无偏差 

招投标及

合同管理

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按照计划，分别采用采购的方式选取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供

应商，采购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合

同管理合规，合同约定付款与实际支出基本

一致。 

无偏差 

项目流程

管理 
合理 合理 

通过查验相关资料，部分程序管理不够有

效，如招标代理单位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的采购时间晚于晚于设计和工程

供应商的采购时间。 

部分偏差 

工程变更

管理和签

证管理情

况 

符合规

定 

符合规

定 

通过查验相关资料，工程变更过程中签证和

签证率符合相关规定。 
无偏差 

文明施工

和安全施

工情况 

符合 符合 
通过访谈，项目跟踪期内未发生文明施工相

关的居民投诉。未发生安全事故。 
无偏差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 

绩效指标 目标值 跟踪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项目

产出 

完成招标代理单

位采购工作 
100% 100% 

截止 9 月 30 日，已经完成了全过程招

标代理的采购工作，中标单位为上海百

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无偏差 

完成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采购工

作 

100% 100% 

截止 9 月 30 日，已经完成了设计、勘

察、施工、监理招标代理单位，场地污

染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招标代理单

位的采购工作，合同签署完毕。完成时

间为 2017 年 9 月-12 月。 

无偏差 

按计划完成地上

绿化工程量 
100% 

75% 

45% 

通过核实项目实际进度，项目计划全年

完成下水道、土方、水井、原路基础工

程量的 100%，截止 9 月 30 日已经完

成 60%；计划全年完成苗木工程量

偏差

-15%、

-35% 



 

25 

绩效指标 目标值 跟踪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50%，实际完成约 5%-10%工程量。预

估年底可以完成工程量 10%-15%左

右。合同履行情况、验收及付款条件未

变化。 

完成土壤修复相

关采购工作 
100% 100% 

通过查验土壤修复相关单位采购资料，

截止9月30日已经完成招标代理采购、

土壤修复施工单位采购。完成时间为

2018 年 6 月，中标单位为上海宏瑞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工环境修复

股份有限公司。 

无偏差 

按计划完成年度

土壤修复工程量 
100% 75% 

通过查验土壤修复工程的进度记录，计

划全年完成土壤修复工程量 75%，截

止 9 月 30 日实际完成 50%。预估年底

可以完成工程量 100%。实际执行的合

同履行情况、验收及付款条件未变化。 

偏差-25% 

工程质量达标 达标 达标 

考察监理程序、建设单位对质量的监管

到位，按质量标准进行考核，已完成工

程量未发现工程质量不达标情况。 

无偏差 

工程计划及时完

成 
及时 

不够及

时 

通过对比计划工程量和实际完成工程

量，部分工作如绿化工程、土壤修复工

程完成量有延迟，工程计划完成的及时

性不足。 

部分偏差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项目预算安排 4,700 万元，根据项目实施单位进度安排，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按进度完成款项支付，实际支付金额 2082.5862 万元（其

中结转资金支付 785.944 万元、2018 年预算支付 1296.6422 万元）。预

算执行率 37.08%。从采购、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情况来看，项目资金在

预算范围内执行，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根据项目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内容，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

计划的招投标采购已经完成，其他地下工程的招投标工作正在进行；

施工合同（地上工程和土壤修复）以及其他勘察、设计、监理合同均

已经签订并按约定进度支付了合同款，按照合同和招投标内容完成了

相应的工程量。但由于新增了未在可研报告中体现的土壤修复工作，

项目计划调整不够及时，导致部分工程量完成不足，影响整体的工程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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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按照有

关规定、标准，项目 2019 年完成建设后可以达到提升长风生态商务区

结构，优化区域景观面貌，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地覆盖率，为

广大市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休憩场所，促进普陀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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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2018 年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项目完成计划内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良好。但是项目在执行中也存

在一些细微偏差：如项目的预算编制不够明细、管理程序部分不够规

范、项目的进度管理不够有效。除此之外，项目其他实际绩效与目标

无差异、无偏离。 

2018 年度项目按计划进度执行，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项目

预算执行率的跟踪目标值为 75%，实际支付金额 2082.5862 万元（其中

结转资金支付 785.944 万元、2018 年预算支付 1296.6422 万元）。预算

执行率 37.08%。 

五、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根据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工作安排，2018 年度项目工作内

容主要相关采购、土壤修复以及部分绿化工作。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项目进度执行一般，预计年度内土壤修复工程可以按时完成，绿

化工程完成量不足。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根据项目工作安排及实际完成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018 年

度“长风 5A 公共绿地建设工程”项目无需追加预算，预计项目建设完成

后能实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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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项目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未按照年度支出计划对各项具体支

出内容编制明细的子项目预算 

2017 年和 2018 年项目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未按照年度支出计

划对各项具体支出内容分别测算并编报预算，导致预算对项目工作指

导性不足，项目预算编制明细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2.未针对项目内容调整及时修改工作计划，导致工程量完成不足、

预算执行率偏低 

由于环境保护要求的增加，项目建设必须先进行土壤修复，然后

才能进行苗木种植等相关工程工作。但项目单位未针对项目需求改变

（增加土壤修复内容）对项目工程的影响，及时调整项目的工作计划，

并针对影响工期的因素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尽可能缩小新增工程对项

目整体进度的影响，导致项目拟完成工程量不足，项目预算执行率偏

低。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根据计划内容和付款进度，细化项目预算资金组成，提高预算单

位在项目预算编制依据方面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建议预算单位在申请项目年度预算时，按照工程进度的计划推进

情况，将预算总金额细化分解，将各子项目的资金预算情况阐述清楚，

细化到相应的数量和单价以及测算的数据来源，并根据付款进度申请

预算资金，提高预算执行率。 

2.完善项目实施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项目单位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变化制定针对性实施计划，并加强日

常的工作督查，划分项目单位和具体实施单位的工作职责，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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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中紧急情况的处理办法，以便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整体把控。 

（三）纠偏情况 

项目单位就连续两个年度项目工程量完成不足问题，在排除因前

期调研、土壤修复工程的临时增加因素的影响下，寻找项目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不足，目前正在加强相应管理措施，预计年底土壤修复工程

可以全部完成，苗木种植工程可以完成 10%-15%左右。同时项目单位

正在开展地下车库和建筑工程的工程和监理的招标工作，各项工作同

步开展，预计 2019 年项目建设可以完成。 

（四）有关建议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