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垃圾减量管理分类经费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2020年，通过实施该项目的6个子项目，分别从应急分类容器的采购，可回收物收运体
系构建，垃圾分类实效年度测评和垃圾分类社会宣传等环节着手，不断巩固已取得的分
类成效。

立项依据*： 1、《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2、《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沪分减联办﹝2019﹞3号）；
3、《上海市可回收物体系规划实施方案》（沪分减联办﹝2019﹞6号）；
4、《关于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和达标（示范）街镇（乡、工业）考评办法与标准
细则的通知》（沪分减联办﹝2019﹞1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在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的全程
分类体系的多个环节，分类实效的日常监管和社会宣传等方面都需要持续投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根据每个子项目的特点，分别明确了项目运行的管理制度、流程和考核体系，有序推进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实施将紧密结合2020年市、区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实效不断提升。通过垃圾分类实效年度

测评，推动街镇进一步强化源头投放管理，提高分类实效；通过强化社会宣传，使垃圾
分类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3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3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4108514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0997955.5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区级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创建指标 1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市分类减量联办对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考核

结果
市分类减量联办对各区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考核结果

排名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生活垃圾及粪便处置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用于普陀区居民生活垃圾处置费用、粪便预处理、绿化及餐厨垃圾处置费用。

立项依据*： 为了加强对本区生活垃圾和粪便的管理，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生活垃圾末端平均处置费管理暂行办法》等要
求，按我区生活垃圾处置量和粪便预处理量做好垃圾处置费的缴纳和粪便预处理费的
缴纳。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加强对本区生活垃圾和粪便的管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整洁，保障市民身体健
康，贯彻生活垃圾“大分流、小分类”的原则，对居民生活垃圾进行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置，对粪便进行无害化预处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通过建立健全各类垃圾日常台账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完善与市、区两级处置末端沟
通协调机制，确保各类垃圾统计规范，处置费支付规范。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市、区两级处置终端每月反馈的生活垃圾处置量所开具的处置费发票，填制报销
单，报局分管领导、局领导审批同意，并经局财务科审核后，由普陀区绿容局自行支
付到各处置单位。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生活垃圾总量得以有效控制，资源化利用率稳中有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完成市局下达的末端垃圾分类量实效指标
。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1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1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0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05567409.2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区级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生活垃圾及粪便处置费支付率 1
时效 生活垃圾及粪便处置费支付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
社会效益 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各类垃圾台账制度 健全规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在市级环卫设施江桥焚烧厂周边地区实施环卫类、绿化类环境质量

提升项目，改善周边区域的整体环境。
立项依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修订的上
海市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环境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
办【2017】50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市实行生活垃圾跨区域处置环境补偿制度，按照“谁导出，谁补
偿；谁导入，谁受偿”的原则，生活垃圾处置导出区应当向生活垃
圾处置导入区支付环境补偿资金，定向用于市属设施周边地区环境
质量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及居民民生改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我区获得的补偿资金，由区政府分配，以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
的桃浦镇为主，其额度比例不低于70%。部分资金可由区政府适当
统筹，其额度比例不高于30%，且应主要投向市属设施周边紧邻的
街镇。根据资金使用原则妥善安排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每年预算安排，结合区域实际环境情况，确定具体实施项目并
有序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市属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及居民民生
有效改善。规范使用当年度的生活垃圾跨区转运、处置费，使市属
设施江桥焚烧厂紧邻的桃浦镇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及居民民生有效
改善。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776118.72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道路机扫率 ≥80%

质量 一级道路保洁作业时间达
标率

1

时效 垃圾运输及时性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年度绩效排名 ≤7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设施设备更新及维修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该项目分为4个子项目，分别为：垃圾压缩设备更新、公厕导

向标识更新、废物箱更新维修、电动车更新。通过全方位的环
卫设备的更新，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加强设备的使用效能，更
好地为市民进行服务。

立项依据*： 《城市环境卫生专用车辆管理规定》建设部；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设施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
》沪绿容(2011)16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大气污染治理的
需要。为加强全区环卫机械装备管理，保证安全生产和道路作
业正常进行，对老旧车辆实施更新，以降低运作消耗，提高经
济和社会效益。及时更新损坏的公共环卫服务标识，维护城市
形象，为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务体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制定《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机械装备使用和管理规定
》；

项目实施计划*： 3月份开始进入项目招标等前期工作，计划11月份完成项目。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年度更新垃圾压缩设备14套，提升设备的使用效能，降低

设备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2、对全区公厕导向标识、废物箱进行更新维修，完善公共环
卫服务体系。
3、对28台电动车更新，以提高我区道路清扫作业水平，提升
环境面貌。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11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1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57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388182.5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时效 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周围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绿化动迁和恢复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全区公共绿地、行道树动迁和恢复。配合市里面重点项目、武宁路快
速化，交通路等大批市政工程的绿化动迁工程。局部零星工程借用区
公共绿地、行道树的绿化恢复。资金主要用于绿化的搬迁工程以及二
类费用。立项依据*： 上海市绿化条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配合市政、水务、公安、交警、电力、煤气等合法使用绿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行政许可文书及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政府采购制度，财政资金使用制
度。项目实施计划*： 配合市政重大工程及其他工程项目建设等绿化动迁和恢复、绿化配套
设施修复等工作，按工程进度完成计划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配合市政重大工程及其他工程项目建设等绿化动迁和恢复、绿化配套
设施修复等工作，及时为市政建设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保持绿化的
持续性。当年度绿化动迁工作全部完成。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7598604.91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监理工作流程规范性 有效

项目管理 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的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工程按计划完成 100%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00%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绿化搬迁重大工程进度的保

障程度
不影响

社会效益 居民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公共绿地建设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经常性项目，包含零星公共绿地建设、行道树建设、垂直绿化

建设、白玉路瀑布养护等项目。

立项依据*： 绿化市容条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优化空间结构，增加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加强绿

化多样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政府采购制度
2、工程发包制度
3、工程资金管理制度
4、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申报
5、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0日。全年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及时完成区内零星公共绿地建设、行道树建设、垂直绿化建设

、白玉路瀑布养护等项目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6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7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699748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零星公共绿地建设、行
道树建设、垂直绿化建
设、白玉路瀑布养等护

完成率

=100%

质量 绿地建设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零星公共绿地建设、行
道树建设、垂直绿化建
设、白玉路瀑布养等护

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公共绿地覆盖率 符合目标要求
行道树等绿化覆盖率 符合目标要求
区域景观提升程度 95%

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有效 健全有效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中以周边五路景观提升工程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一次性项目，包含武威东路、祁连山路等道路的美化花卉景观等内
立项依据*： 重要活动保障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美化道路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政府采购制度
2、工程发包制度
3、工程资金管理制度
4、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申报
5、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及时完成相关任务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8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8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花卉景观维护完成率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花卉景观维护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提升程度 95%
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有效性 健全有效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2019年绿道建设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期
*：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对普陀区

一定区域范围内实施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建设范围包括苏州河两
岸绿道（澳门路路-江宁路，光新路-宝成桥）。实施范围总长约3
公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面层更新、新建慢行道路、
绿廊系统提升、健身活动场所改造、河道栏杆美化、增设标识系
统、完善服务设施等。总投资估算1322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
1121万元。立项依据*： 《关于普陀区2019年绿道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普
发改投[2019]1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
展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
案，并将施工计划方案报相关主管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
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请款项支付；施工单位完工后，普
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局进行验收，完成项目竣
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
择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年度工程计划100%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完成年度

工程计划100%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2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6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财务监理工作流程规范性 健全
项目管理 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的合规

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完

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生态效益 公共绿道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配套设施齐全 齐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长风5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8/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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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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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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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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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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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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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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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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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的招投
标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划方案报相关
主管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请款项支付；
施工单位完工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局进行验收，完成
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项目实施
进程监督，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项目完工后进行
审价和决算审计。项目实施计划*： 2020.12.31工程全面竣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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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按计划完成，招投
标合规，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工程质量达标，财务监理和工程监理工作规
范，工程计划及时完成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201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6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6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5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产）管理

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生态效益 公共绿道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配套设施齐全 齐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长风6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0/1 计划完成日期
*：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长风6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位于普陀区苏州河滨河地区内的长风生态商务区

。规划范围东至木渎港、西至真北路、北至同普路、南至云岭东路，总用
地面积79430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绿化种植、道路地坪
工程（景观园路、防汛通道、木栈道、广场、儿童游戏场地等）、景观水
体工程、绿地配套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景光灯光工程、景观小品及户
外设施工程、跨云岭东路桥梁工程、地下空间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
23487.27万元，其中工程费19219.57万元，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3149.25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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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长风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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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的
招投标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划方
案报相关主管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
请款项支付；施工单位完工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
局进行验收，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
项目实施进程监督，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项

项目实施计划*： 2019.1.1-2020.12.31，按工程进度完成100%的工程量。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长风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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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按计
划完成，招投标合规，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工程质量达标，财务监理和

工程监理工作规范，工程计划及时完成。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192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8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0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产）管理

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生态效益 公共绿道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配套设施齐全 齐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金泸绿地建设工程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金泸绿地建设工程位于东至申汉小区，南至金沙江路，西至木渎港，北

至桃浦河。总占地约10238平方米，由三部分组成。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土方工程、给排水工程、灯光工程、道路地坪工程、小品工程、绿化种
植工程等。工程投资估算980万元（不含前期费用）。

立项依据*： 《关于报送<金泸绿地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普绿容[2017]29号）
《关于金泸绿地（暂名）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普发改投
[2017]5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改善金沙江路沿线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
的招投标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
划方案报相关主管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
计划申请款项支付；施工单位完工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
陀区财政局进行验收，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对项目实施进程监督，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
督。项目完工后进行审价和决算审计。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完成绿地建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改善金沙江路沿线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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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绿地建设
100%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8943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0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产）管

理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文明施工和安全施工情况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征地工作按计划完成 1
质量 征地补偿对象合规 1
时效 征地工作完成及时率 1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投诉处置率 1
满意度 被征地单位满意度 0.9

生态效益 公共绿道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各部门工作有效协调 有效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南大和外环部分绿地调整改造工程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10-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提高南大绿地功能景观效果，面积30公顷，项目总投资估算3亿元。

立项依据*： 桃浦中央绿地北拓规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优化结构，提高南大绿地功能景观效果，整合绿地资源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控详规划
2、政府采购制度
3、工程发包制度
4、工程资金管理制度
5、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申报
6、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制度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的招投标
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划方案报相关主管
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请款项支付；施工单
位完工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局进行验收，完成项目竣工
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项目实施进程
监督，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项目完工后进行审价和
决算审计。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工程建设计划进度工程量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公共绿地的建设，提升生态区域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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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工程按计划进度完成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9889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0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的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00%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生态效益 公共绿地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配套设施齐全 齐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真如副中心E1、E2地块地下公共通道及相关土建工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 否 绩效类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位于真如地区东至曹杨路、西至兰溪路、北至铜川路、南至真如港，总用建筑面积5971

平方米。建设内容主要连接地铁出入口地下通道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2312461万元。

立项依据*： 上海市普陀区发改委《关于真如副中心E1、E2地块地下公共通道及相关土建工程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普发改投[2017]8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完善城市公共绿地功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的招投标工作，
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划方案报相关主管单位；根据监
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请款项支付；施工单位完工后，普陀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局进行验收，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项目实施进程监督，委托工
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项目完工后进行审价和决算审计。

项目实施计划*： 2020.1.1-2020.12.31，按工程进度推进。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

标：
建成通道。工程量按计划完成，招投标合规，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工程质量达标，财
务监理和工程监理工作规范，工程计划及时完成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4499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0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00%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配套设施齐全 齐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景观道路建设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2019年计划

推进金鼎路（大渡河路-万镇路）等10条道路的景观建设。
立项依据*： 普陀区道路景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根据项目的特点，分别明确了项目运行的管理制度、流程和考
核体系，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完成10条道路2018年度景观建设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计划完成10条

道路2018年度景观建设工作，工程质量合格.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351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58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472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725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

产）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

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00%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2019年景观道路建设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06-30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2019年计划

推进真光路、江宁路、真华路等9条道路的景观建设。
立项依据*： 普陀区道路景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根据项目的特点，分别明确了项目运行的管理制度、流程和考
核体系，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9条道路2019年度景观建设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改善区域环境面貌，提升景观道路效果。完成9条道路

2019年度景观建设工作，工程质量合格.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935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747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8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8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0.95
财务管理 具有健全的财务（资

产）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配套工程按计划

完成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100%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0.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长风6A绿化管理用房工程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长风6A绿化管理用房工程由整体房屋的加固改造工程、外立面装

修工程、室外灯光工程、室外雨污水管道工程等组成。

立项依据*：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区党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会
议纪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长风6A公共绿地工程是长风生态商务区内最大的规划绿地地块，
和5A一起作为普陀区绿地系统中苏州河与苏州河交点处的重要景
观节点，是《普陀区绿道专项规划》“两脉两轴三环”结构布局中“
水轴”和“生活活力环”的交汇之处。该项目的启动将有效提升普陀
区长风、长征地区的生态环境，完善该区域的慢行系统，切实增
加市民休闲娱乐集中场地。为了丰富长风6A公共绿地的社会开放
功能，满足更多的公众需求。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制定项目施工实施方案
2、健全和完善工程设备招标采购、工程建设和施工监理公开招标
制度
3、遵循基本建设审批程序，确保项目建设工程质量
4、项目期间每周召开项目推进例会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4月正式启动，将于2019年12月底完成项目所有前期工作
。整个项目将于2020年5月底前结束。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以“提素质、树形象、讲规范、求优质”为总体目标，建设“服务设
施一流、服务品质一流、服务水平一流、服务环境一流”的公建配
套设施。1、完成整体房屋的加固工程2、完成外立面装修工程3、
完成室外灯光工程4、室外雨污水管道工程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质量 房屋质量 合格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周围居民满意度 ≥80%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面貌提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环卫养护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1-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对普陀区道路、公共厕所、垃圾房、废物箱、压缩站等环卫设施的日常

保洁、管理，做好普陀区的居住区、单位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清运，
以及配套责任区管理工作，做好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收集工
作。

立项依据*： 为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整洁，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上海市市容环境
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关于开展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试
点工作的通知》沪绿容【2015】165号等规定，负责所在行政区域内道
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生活垃圾的分类清运，定时定点分类收集
等工作。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确保普陀区城区市容环境整洁，必需要有专业的保洁队伍加强对道
路、公共厕所、垃圾房、废物箱、压缩站等环卫设施的日常保洁、管
理，做好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工作、做好定时定点分类收集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按照市绿化市容局制定的清扫保洁质量标准、公厕管理服务标准要求做
好清扫保洁、公厕管理服务工作，加强日常的检查考核，对存在的问题
及时反馈给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推广使用小型电动机具，提高市
容环卫作业水平，进一步优化保洁作业模式；不断提高机扫清扫冲洗质
量，规范垃圾分类清运，规范定时定点分类收集工作流程，提高服务质
量。

项目实施计划*： 加强对道路、公共厕所、垃圾房、废物箱、压缩站等环卫设施的日常保
洁、管理，增加道路机械化冲洗率、清扫率，确保生活垃圾的日产日
清，有效提升市容环境面貌。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提升普陀区城区市容环境面貌整洁、优美程度。完成年度各项指标任
务，确保全区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06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6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14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1409582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项目管理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道路冲洗率 ≥82%
数量 道路机扫率 ≥80%
数量 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文 ≥80%
质量 环卫公厕保洁服务达标 ≥95%
质量 一级道路保洁作业时间 1
时效 垃圾运输及时性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行业测评 ≤7
满意度 周围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桃浦中央绿地养护费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5-03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保障公园绿化景观，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更好的

生活环境；维护和保障公园绿化日常养护，为城市节能减排实
现可持续性发展做努力。多维度提升综合实力，打造普陀精品
花园。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区两级关于“全面提高市容环境维护水
平，加快城市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工作”的要求，根据《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城市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工作的指导
意见》（沪府(2013)84号文）和《关于2014年深化绿化市容
养护作业市场化改革工作实施计划》（沪绿容【2014】18号
文）的要求和部署。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塑造城市公园绿化形象，美化生态环境。2.加强公园绿化管
理，提高公园绿化园容园貌，更好为市民服务。3.提升城市生
态绿化环境，.保障公园绿化日常养护，维护城市生态系统正
常运转。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签订养护合同，依据绿地养护的标准和办法，明确绿化管理
单位，养护作业单位职责范围，工作制度，业务考核制度。2.
根据养护合同和制定的各项考核标准、办法，开展日常巡查和
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核拨养护经费。

项目实施计划*： 1.2020年5月与中标企业签订养护合同。2.2020年5月3日起，
依据养护合同开展养护管理工作。3.每月依据养护质量标准开
展公园巡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切实保障总体绿化景观，维护城市形象，发挥公共绿地减噪滞
尘功效，提升城市生态效益，提供市民生活环境质量；实现绿
化建设与养护的无缝对接，不留管理盲区。1.以市“白玉兰杯”
绩效考核为总体目标，加强公园绿化的日常管理，保障城市景
观。2.通过切实有效地管理措施，使园林植物保持良好的生长
势，发挥最佳生态效益。3.提升城区绿化气质和品格，深化公
园品牌特色，使公园建设为生态文明发展大局注入源源不断绿
色动力。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7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7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5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8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有效

质量 公园建设品质和设施基 合格和完善
时效 养护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公园品牌特色和管理效 好
生态效益 公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公园景观提升及设施更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对区域内公园绿化景观、设施进行调整改造和提升，打造公园品牌特色，
提升公园管理和服务能级。

立项依据*： 《上海市绿化条例》
《上海市公园管理条例》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建城【2013】7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市局白玉兰杯绩效考核的工作要求。
2.区委区政府对公园绿化景观的提升要求。
3.12345市民热线的诉求及建议。
4.创建国家文明城区。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按照市局绿化改造项目和公园设计规范的要求，采取政府采购形式，抓好
设计，施工，监理等各个环节；由公园所负责日常巡查和质量监督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实施将紧密结合2020年全局的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公园绿化布局改造，提升公园绿化景观，完善绿化布局，提高市民满

意率；提升公园绿化景观，丰富绿化形式，完善设施功能，为市民创造更
好的生活环境。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6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质量 日常维护工作到位情况 1
质量 有害生物防治率 ≥90%
时效 日常维护工作及时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公园美观度 良好
满意度 公众对公园环境改善的满意 满意

生态效益 绿化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提高城区常态长效管理水平，坚持“疏堵结合、分类管理”，违法无证建筑坚决
拆除，安全隐患坚决整治，脏乱差突出状况坚决改变，违法经营坚决取缔，持续
加大群组、黑车、乱设摊等依法整治力度，防止顽症回潮，明显改善城市环境面
貌。优化城区市容景观。加强建筑外立面整治，开展社区商业店铺招牌整治，建
设景观主题宣传围墙，继续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监督，着力改善老旧居住区等重点
区域的环境风貌。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上海市市容卫生责任区管理条例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印发《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普文明办【2018】4号文：普陀区强化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
《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
《普陀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市、区、街镇平台综合协调能
力，推进责任区制度建设和达标街镇创建，抓实街面市容管理，完善城市管理长
效机制。
《普陀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提高城区常态长效
管理水平。建立“疏堵结合、分类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财政建设资金财务监督管理的规定》、《关
于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管，提高预算执行的通知》《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
财务报销的规定》《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建设性项目进
行了设计、招标代理、施工监理、竣工决算审价、会计类审计等招投标的实施办
法》《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招标采购的管理办法》《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第三方市容管理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质
量评测事务手册》

项目实施计划*： 垃圾房除害工作：第一、二、四季度按照每季度开展一次除害工作，第三季度开
展两次除害；
绿容环境测评和文明进步指数测评：委托中标单位，每月对全区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进行专业测评，形成测评报告；
水域整治：每月开展一次，全年12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推进全区市容景观建设，景观围墙、店招店牌、立面环境建设水
平逐年提升；强化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推进市容环境顽症治理，不断提升
“三乱”、户外广告和非广告设施、无序设摊、无主垃圾等顽症的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特定区域”周边环境质量，改善市民出行和生活的环境；推进环卫业务管
理，提升垃圾箱房、水域环境卫生等管理水平，提升全区的环卫业务水平。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29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9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4922195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店招店牌 1000块
数量 “五项测评”报告完成情况 6份
时效 拆除整改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市容环卫建管成效考核 良好
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市容环境长效管理情况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公共绿化调整改造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通过调整改造，结合转角绿地、街心花园等建设，对区域内各个街道镇老绿
地功能性、结构性的改造提升

立项依据*： 1、《上海市绿化管理条例》
2、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绿地养护概算定额
（2010）>的指导意见》沪绿容[2011]163号
3、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街镇绿化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和<关
于加强社会绿地管理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沪绿委[2011]1号
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本市花卉景观常态布置工作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沪绿容[2010]342号
5、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强本市绿地保洁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沪绿容[2010]339号
6、每年上海市绿化指导站下发《区绿化管理重点工作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7、上海市园林绿化养护招标投标管理规定
8、区局“十三五”规划依据
9、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本市加强市容景观管理精细化工作
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
10.《本市加强园林绿化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的
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市局重点工作绩效考核的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对区域绿化景观要求的提
升，同时确保街道镇老绿地的绿化植物能够健康生长、景观得以保持、绿化
设施安全、能够预防并及时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发生，充分发挥绿化应有的
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社会效益，体现绿化的综合服务功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1）《上海市绿化管理条例》
（2）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绿地养护概算定额
（2010）>的指导意见》沪绿容[2011]163号
（3）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关于加强街镇绿化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和<
关于加强社会绿地管理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沪绿委[2011]1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5）《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6）《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DJ/TJ08-702-2005 J10603-2005                                          
（7）《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的实施将紧密结合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的全局重点工作有序推进，具
体计划待定。
按计划将对项目进行政府采购招标工作，抓好设计、施工、监理各个环节，
项目实施中做好日常巡查和质量监督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绿地调整改造项目，提升绿地景观、完善设施功能；提升绿地景观、完
善设施功能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000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质量 项目日常进度规范管理率 1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合格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绿地景观长效管理情况 完善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项目名称*： 2020年绿道建设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6/30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跟踪评价

项目概况*：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对普陀区一定区域范
围内实施绿道建设工程。实施范围总长约10公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面层更新、新建慢行道路、绿廊系统提升、健身活动场所改造、河道栏
杆美化、增设标识系统、完善服务设施等。总投资估算1500万元。

立项依据*： 普陀区绿道专项规划，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下达的指标任务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据项目批复和年度资金用款计划，开展项目的招
投标工作，完成建设工程报建、工程设计、开工备案，并将施工计划方案报
相关主管单位；根据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工程量进行验收后，按计划申请款项
支付；施工单位完工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会同普陀区财政局进行验
收，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根据区绿容局工程项目的管理要求，制定了工程计划，按规定选择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定工期和计划，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项目
实施进程监督，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量和施工质量进行监督。项目完工
后进行审价和决算审计。

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年度工程计划100%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为改善区域居住环境及沿线景观，提升片区整体形象。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5%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文明施工和安全施工情况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主体工程按计划完成 100%
数量 配套工程按计划完成 100%
质量 工程质量合格 合格
时效 工程按计划及时完成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区域景观提升 提升
环境效益 公共绿道面积增加 比上年增加
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