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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市容环境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

为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整洁，创造清洁、优美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

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以

下简称区绿容局）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日常养护服务单位，完成对所

在行政区域内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生活垃圾的清运、定时

定点收集等工作。区绿容局作为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实施行业监督，

对项目实施质量进行监管等。 

实施内容： 

1、环卫日常养护经费： 

1.1 环卫日常养护招投标项目：该项目主要包括道路清扫、公厕

保洁管理、倒粪站、小便池管理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粪便清运、

沿路垃圾箱房保洁管理等。该项目 3 年一招标，2015 年已完成公开

招标，中标单位为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环公司）。 

    1.2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由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中标，主要负责全区范围内推行沿街商铺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工作。共

涉及 10 个街道（镇），713 条段道路约有 11543 家商铺。 

1.3 应急保障项目：主要包括全区扬尘控制补贴、地铁口区域市

容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红旗村及达标示范街道专项环境保障整治费

等。 

2、公厕免费开放补贴:全区范围内公厕（除真光公园和梦清园）

均实施免费开放，需专人负责保洁管理。 

涉及范围：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为普陀区辖内（除桃浦镇）环

卫日常养护工作及全区范围内公厕（除真光公园和梦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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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安排：本项目 2016 年调整后预算安排 26160 万元，包括 2

个子项目：①环卫日常养护经费 25760 万元；②公厕免费开放 400

万元。本项目预算单位为区绿容局，资金来源普陀区财政资金。 

绩效总目标概况：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落实环卫养护各项工作的实施，维护普陀城区整洁、优美，保障市民

身体健康，努力实现上海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 

该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2、环卫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3、生活垃圾清运及时率 100%；4、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5、道路冲洗率≥82.00%；6、道路机扫率≥80.00%； 

7、有责投诉降低率＞0%；8、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95.00%；  

9、市容排名情况优于第七名。 

二、绩效跟踪情况 

通过本次跟踪，评价小组认为区绿容局实施的普陀区 2016 年环卫

养护项目 1-12 月绩效目标总体实现情况良好，具体说明如下： 

（一）预算执行情况 

本项目预算总额为 26,16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项目执行金额为 26,158.84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996%。 

（二）项目实施情况 

截止跟踪日 12 月 31 日，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主要完成

情况汇总如下： 

该项目的财务制度较健全，资金使用合规；项目业务管理制度较

健全，在人员保障、质量控制均配有制度保障，项目实施按照计划逐

步推进，严格按照各项管理办法开展，无偏差。项目产出实现情况：

道路清扫、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等日常养护均能按《普陀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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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作业保洁质量标准和服务要求规范》实施，道路冲洗率和道路机

扫率远超计划达到目标，各项应急保障任务均能按时按计划实施。生

活垃圾及粪便清运均按要求及时完成，对于普陀区市容环境质监部门

督查后发现的问题整改后合格率为 100%。但对于新增加的垃圾定时

定点收集项目由于尚在试运行阶段，尚需进一步完善。项目效果实现

情况：有责投诉率比上年降低 1.22%，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到达

96%，投诉满意率达到 92%，项目效果情况较好。 

（三）绩效跟踪结果 

本次绩效跟踪结论为项目执行情况基本正常，预计能够合理保证

绩效目标的实现。 

三、问题、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12345 投诉案件处理过程未能严格按照《考核办法》执行 

根据《考核办法》规定，各级处置部门应在接到诉求工单后 2

小时到达诉求现场，同时完成现场照片的拍摄工作。2016 年 3-10

月均未能实现 2 小时到场率的要求，其主要原因为处置部门未通过

市民诉求处置平台有效提供现场照片。 

2、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二维码布局不够合理，实施部门目前

尚难实施监管 

普陀区 2016 年开展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区绿容局和中标服务单

位普环实业公司在全区范围内创新实施以二维码扫码确认作业完成。

该项目自 2016 年 10 月起启动试运行，在实施过程发现存在原定二

维码布局不够合理，扫码时存在信号干扰，作业人员操作不够熟练等

原因，造成实施单位普环公司目前对该项目的管理存在缺漏，一线作

业人员执行频次等相关数据收集尚不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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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人员到位率偏低，人力资源较为紧张 

根据环卫作业养护预算定额经费（2011 年）核定标准，目前普

环公司执行环卫养护工作的一线作业人员到位率仅为 59%，到位率

偏低。普环公司目前存在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较大，人员稳定性较弱

等问题，人力资源较为紧张，不利于环卫养护工作的持续发展。 

（二）改进措施 

合理布局垃圾定时定点收集点位，落实项目实施监管 

项目实施单位普环公司应针对项目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逐一落

实，对全区范围内各街道合理布局二维码点位，提高操作可行性。对

于存在的扫码干扰等问题及时与软件公司沟通解决，同时加强一线作

业人员培训，加强项目的实施监管，提高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效率。 

（三）纠偏情况 

对于项目单位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跟踪时目标未完成的目

标，敦促项目单位在后续的项目执行中抓紧落实并对项目目标的执行

情况进行了跟踪。在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一次跟踪时，已发现

2 小时到场率低于目标值的问题，普陀区绿容局相关部门加强对相关

部门的培训。根据 12345 投诉中心数据显示 11 月及 12 月的 2 小时

到场率均为 100%，到场率明显提高。后续普陀区绿容局将进一步落

实培训，严格按照《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实施处置流程。 

（四）有关建议 

建议科学调整人员配比和结构，适当增加一线作业人数，保障

项目长效发展 

建议项目中标服务单位要在公司内部挖掘潜力，科学调整人员配

比和结构，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考虑逐步有计划的增加作业人

员数量，缓解作业人员工作量，保障环卫养护项目长效、常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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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 

绩效跟踪结果报告 

为全面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55 号）精神，根据《上

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要求，推进建立“预

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

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普陀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注重绩效管理链中的事中环节，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纠偏整改，促进绩效目标的实现，受普陀区财政局的委托，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财政资金

绩效跟踪评价工作。为保证评价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可行性和时效

性，本次评价工作于 2016 年 7 月启动，经过前期调研并按照上海市绩

效评价的规范，现场勘查、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环节之后，评价组对

项目进行了绩效跟踪分析，并于 2016 年 10 月进行了第一次跟踪（截

至时点 9 月 30 日）。根据普陀区财政局的要求，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环卫养护项目继续实施跟踪，并于 2017 年 2 月撰写完成本次跟

踪报告，本报告是对此次跟踪评价的梳理总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 

1、项目背景 

为了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维护城市整洁、优美，保障市民

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海市在 2001 年就制定并

实施《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并于 2003 年、2009 年两次

修订本条例。该条例从市容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废弃物管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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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等方面予以明确，同时多年来陆续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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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等一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为行业管理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绿化市容行业发展水平，加快实现生态宜居城

市的发展目标，在绿化市容规划 “十三五”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以生态宜居为目标的城乡生态网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系统化、功

能化、精细化的生态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分类管理为基础的城市

生活垃圾收运处系统基本建成，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持续提升；以常态长效为要求的城市市容环境运行机制及管理平台

基本建成，总体实现城乡市容环境“整洁、有序、美观”。普陀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绿容局）在 2016 年提出了：保常态、

促长效，切实提高环卫管理效能；治顽症、破瓶颈，切实提升市容管

理水平；更主动、更高效，切实增强市民诉求处置能力等环卫市容管

理方面的工作要求。 

为了确保普陀区城区市容环境整洁，区绿容局 2014 年 12 月采

用公开招投标确认 2015 年-2017 年环卫作业服务单位，由中标单位

负责对普陀区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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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等工作，区绿容局负责监督管理及行业指导。本轮中标单位为上海普

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清、扫、运一体的

大型企业，现有职工 2600 余人，拥有各类环卫作业车辆近 300 辆，

主要经营范围涵盖普陀区54.8平方公里范围内道路和35条河道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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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环卫作业保障服务。 

2、项目必要性 

环卫养护工作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建设的现

状和环卫养护作业标准的高低，不仅是衡量广大市民群众综合素质的

软实力，更是展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硬指标。环境卫生工作是

构建城市形象的基石，它美化着城市外观，展示着城市的整体形象，

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展示城市现代化水平、提升城市综合功能

的关键点，更是服务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随着市民对城市环境卫生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要求越来越高，

环卫工作行业在实现上海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进程中作用日显

突出。其项目实施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实施的优劣直接影响

市民的生活质量。 

（二）项目起止日期 

项目的实施期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1、项目内容： 

本项目的内容为普陀区环卫养护（2016 年度）项目，主要是普陀

区辖内（除桃浦镇）环卫日常养护项目及公厕免费开放补贴项目。 

1.1、环卫日常养护经费： 

①环卫日常养护招投标项目：该项目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实施公

开招投标确认中标单位。每 3 年实施一轮招标，2014 年 12 月完成

2015-2017 年环卫养护工作的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上海普环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环公司）。该项目主要包括道路清扫、公厕保洁

管理、倒粪站、小便池管理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粪便清运、沿

路垃圾箱房保洁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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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计划完成工作量如下： 

表 1-1  2016 年普环实业公司日常养护计划工作量 

序号 作业项目 
合计  

实际面积1 作业面积2 工作频次 

1 机械道路清扫（㎡）   4905208 2459712 
一级区域≥3 次/日；二级区域≥

2 次/日；三级区域≥1 次/日 

2 机械道路冲洗（㎡）   5587005 2713468 
一级区域≥2 次/日；二级区域≥

2 次/日；三级区域≥1 次/日 

3 机械道路花洒（㎡）   611568 233128  

4 
一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内环线内   515050 

一级道路日频率≥3 次 中环线内 
  604621 

  26581 

中环线外   29202 

一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小计 1779625 1175454  

5 
二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内环线内   249344 

二级道路日频率≥2 次 
中环线内 

  1198418 

  75823 

中环线外 
  215115 

  140079 

二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小计 2008522 1878779  

6 
三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内环线内   211474 

日频率≥1 次 
中环线内 

  668881 

  76199 

中环线外 
  118301 

  12662 

三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小计 1087518 1087517  

7 
四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内环线内   15474 

日频率≥1 次 中环线内   12954 

中环线外   33785 

四级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小计 62213 62213  

合计道路人工清扫服务（㎡） 4937877 4203963  

8 废物箱保洁服务（只）     2921  

9 沿路垃圾箱保洁服务（座）     39  

10 沿路大垃圾箱保洁服务（座）     2  

11 小型压缩站保洁管理（座）     76  

12 一类公厕保洁管理（座）     36  

13 二类公厕保洁管理（座）     60  

14 三类公厕保洁管理（座）     8  

15 倒粪站、小便池保洁（座）     78  

                                                             
1 实际面积：道路实际长度、宽度所得出的面积 
2 作业面积：精细化作业道路（重点道路）的清扫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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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本项目为 2016 年新增项目，采用政

府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由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中标并签订服

务合同，主要负责全区范围内推行沿街商铺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工作。

共涉及 10 个街道（镇），分别是曹杨街道、长风街道、长寿街道、万

里街道、真如街道、宜川街道、甘泉街道、石泉街道、长征镇、桃浦

镇；涉及 713 条段道路约有 11543 家商铺。作业收集时间由普环公

司制定，确保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对拟定范围内的沿街商铺进行垃圾

定时定点收集工作。 

③应急保障项目：应急保障项目由于其行业专属性、工作量难以

预计，每年区绿容局通过向区政府申请拟线下采购申请，经区长批示

后予以落实，主要用于环卫应急保障作用经费、重大活动环卫保障费

用、环卫作业任务量增加等用途。2016 项目包括全区扬尘控制补贴、

地铁口区域市容环境卫生保洁服务费、红旗村及达标示范街道专项环

境保障整治费等，分别由普环公司、上海优姆来环境科技公司、桃浦

保洁等单位进行实施。 

④环卫业务项目管理费：通过招投标平台采取分散采购的方式，

由上海总工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负责。该子项目由预算目标自行组织，

对预算部门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使用流程进行监理审核，确保

资金使用合规。 

1.2、公厕免费开放补贴: 

由于世博会后，上海市公厕实施免费开放，各保洁单位仍需要专

人负责保洁管理。普陀区绿容局对全区范围内（除不属于区级管理的

真光公园和梦清园外）实施公厕管理的 3 家单位实施补贴。其中普环

公司管理 99 座3、长风公园经营发展公司管理 2 座及上海普陀区园林

                                                             
3 普环公司管理的 99 座 2016 年安排预算资金 230 万，根据区绿容局介绍是对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环卫养护

项目中涉及公厕保洁项目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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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17 座。区绿容局设立该项目是为了通过

专项资金落实公厕免费开放的实施，确保专款专用，真正落实到公厕

服务中，提升全区公厕管理的水平，为市民创造良好的条件。 

具体明细如下： 

表 1-2  普陀区公厕免费开放实施范围 

序号 公厕名称 地址 公厕等级 所属管理单位 2016 年养护金额（万元） 

1 长风公园 大渡河路 189 号 

公
园
厕
所
不
分
等
级 

长风公园经营

发展公司 
54.78 

2 长寿公园 长寿路 260 号 

3 沪太公园 新村路 37 号 

上
海
普
陀
区
园
林
建
设
综
合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15.22 

4 管弄公园 管弄路 29 号 

5 甘泉公园 志丹路 301 号 

6 曹杨公园 枫桥路 50 号 

7 兰溪公园 兰溪路 152 号 

8 宜川公园 宜川路 99 号 

9 海棠公园 武宁路 2650 号 

10 清涧公园 金鼎路 658 号 

11 梅川公园 武宁路 2361 号 

12 未来岛公园 绥德路 378 号 

13 祥和公园 真光路 1121 号甲 

14 武宁公园 中宁路 107 号乙 

15 桃浦公园 桃浦西路 1018 号 

16 普陀公园 光复西路 255 号 

17 真光公园 真光路 1865 号 

18 梦清园 宜昌路 66 号 

19 沙田公寓 中山北路 3179*3 号 一类 

上
海
普
环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230.00  

20 曹杨三村 兰溪路 179 号（光大银行旁边） 一类 

21 铁路集市 兰溪路 54 号西（铁路集市） 二类 

22 曹杨商城 兰溪路 125 号（曹杨商场） 一类 

23 小俞家弄 曹杨路小俞家 17 弄近 74 号南 三类及以下 

24 曹杨公园 枫桥路 50 号 一类 

25 杏山路集市 杏山路 90 号 二类 

26 桂巷新村 杨柳青路 255 号 二类 

27 曹杨二村 曹杨二村 242 号 二类 

28 隆德 隆德路 161 号 一类 

29 政法学院 光复西路 1437 弄 16 号 三类及以下 

30 白玉路 瞿家廊路 121 号 一类 

31 新渡口 光复西路 2213 弄 2 号对面 二类 

32 金沙江路 金沙江路 421 号 二类 

33 宋家滩 大渡河路 95 弄 1 号对面 二类 

34 中山桥 光复西路 1959 号东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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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厕名称 地址 公厕等级 所属管理单位 2016 年养护金额（万元） 

35 曹家巷 中山北路 3644 弄 一类 

36 长风公园 2 号门 枣阳路 494 号 二类 

37 长风公园三号门 怒江路 80 号东 一类 

38 君满堂 曹杨路 333 号 一类 

39 长风生态商务区 同普路 106 号对面 一类 

40 555 弄 东新路西合德里 10 号 三类及以下 

41 74 弄 武宁路 74 弄 1 号 一类 

42 宜昌 宜昌路 240 号 一类 

43 燎原 长寿路 608 号 一类 

44 208 弄 曹杨路 236 弄 1 号对面 二类 

45 永定新村 东新路 210 弄 1 号 二类 

46 三角尖 西谈家渡路 118 号 一类 

47 合德里 东合德里 2 号对面 二类 

48 普陀一村 普陀一村 12 号对面 三类及以下 

49 普陀路 普陀路 101 号 二类 

50 药水弄 常德路 1298 号 6 号 一类 

51 深房 长寿路 386 号边 一类 

52 沪西弄 安远路 614 弄 36 号 二类 

53 东湖明珠城 东新路 73 号 二类 

54 合阳集市 延长西路 74 弄 28 号对面 二类 

55 甘泉一寸 志丹路 210 号 一类 

56 新影都 延长西路 318 号 一类 

57 128 路终点站 新村路 34 号 二类 

58 甘泉路休闲街 甘泉路 12 号 二类 

59 西乡 西乡路 135 号 二类 

60 铁路医院 志丹路 310 号 二类 

61 岚皋路桥 岚皋路 810 号 二类 

62 蔡家浜 洵阳路洵阳新村 124 号 二类 

63 红墙头 华池路铁路新村 118 号 二类 

64 铁路南 华池路铁路新村 427 号 二类 

65 咖啡大楼 中山北路 2605 弄 1 号对面 二类 

66 兰田新村 兰田路 59 号 二类 

67 石泉一小 石泉路 47 号 一类 

68 静宁路边 铜川路 433 号 二类 

69 中宁路 中宁路 176 号左边 一类 

70 品尊国际 岚皋路 651 弄 1 号 一类 

71 华池集市 华池路 29 号 二类 

72 中兴村 中兴村 44 号 二类 

73 兰凤公厕 岚皋西路 234 弄 4 号南 二类 

74 岚皋路 40 弄 岚皋路 38 号 一类 

75 十三层楼 武宁路 452 号 一类 

76 铁路北 华池路铁路新村 426 号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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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厕名称 地址 公厕等级 所属管理单位 2016 年养护金额（万元） 

77 东新浴室 中山北路 2399 号后门 二类 

78 启星学校 石泉路 199 号边 二类 

79 上袜一厂 沪太路 682 弄内 二类 

80 洛川路 洛川路宜川公园边 二类 

81 泰山 泰山支路 81 号 二类 

82 两湾城 中潭路 99 弄 271 号 一类 

83 长途汽车站 沪太路 590 号 一类 

84 光新三村 光新三村 5 号 二类 

85 镇杨饭店 光新路 206 号 二类 

86 龚家寨 交通路 1415 号 二类 

87 宜川 中山北路 1337 号 二类 

88 泾惠路 泾惠路 41 号 二类 

89 远景路 远景路 420 号 一类 

90 八村 曹杨八村 24 号后门对面 二类 

91 水塘街 北石路 161 号东墙旁 二类 

92 真光路 1999 号 真光路 1999 号边 一类 

93 武宁路一号桥 武宁路 2060 弄东侧口 一类 

94 兰溪路 兰溪路 239 号 一类 

95 高陵路 高陵路 454 号 二类 

96 杨家桥小区 交通路 4530 号边 二类 

97 真北路 真北路 2087 弄口 一类 

98 子洲路 子洲路 670 号 一类 

99 大渡河路 大渡河路 1576 号 一类 

100 上海西站 桃浦路上海西站广场西北角 一类 

101 星光耀公厕 潮州路 199 弄旁 一类 

102 中江路 中江路 1224 号 二类 

103 祥和小区 万镇路 890 号 一类 

104 梅川集市 梅川路 735 号 二类 

105 建德花园 同普路 1791 号 一类 

106 老真北路 老真北路 56 号 二类 

107 绿杨桥 真南路古浪路口 二类 

108 桃浦四村 绿杨路 51 弄 1 号对面 二类 

109 双河路 双河路 466 号旁 二类 

110 桃浦五村 雪松路 439 号 二类 

111 129 路终点站 定边路 129 终点站旁 一类 

112 桃浦七村 绿杨路 259 号旁 二类 

113 李子园六村 真南路 822弄 521支弄 18号旁 三类及以下 

114 花园饭店 交通路 2781 号 二类 

115 富水路 富水路 470 号 一类 

116 真华路 真华路 84 号 一类 

117 3891 弄 交通路 3891 弄 19 号对面 二类 

合计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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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范围： 

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为普陀区辖内（除桃浦镇）环卫日常养护工

作及全区范围内公厕（除真光公园和梦清园）。 

（四）项目资金投入安排情况 

1、预算及执行情况 

本项目原预算总额为 24160 万元，包括 2 个子项目：①环卫日

常养护经费 23760 万元；②公厕免费开放 400 万元。2016 年 11 月 1

日区财政局根据区绿容局《关于申请追加 2016 年项目预算的函》（普

绿容财[2016]13 号）出具的《普陀区来文处理意见联系函》（普财行

[2016]125 号），同意追加“居民装修建筑垃圾清运经费”2000 万元。

本项目预算总额追加调整为 26160 万元。本项目预算单位为上海市

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项目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资金。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执行金额为 26,158.84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996%。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具体预算情况如下表： 

表 1-3   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二级子项目 三级子项目 预算金额 2016 年合同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环卫日常养

护经费 

环卫日常养护项目   22,421.00    22,421.00  22,421.00  100.00%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      600.00  599.39 599.39  99.90% 

居民装修建筑垃圾清运经

费项目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环卫应急保障项目      699.00  698.50  698.50  99.93% 

环卫业务项目管理费       40.00  40.00  39.95  99.88% 

公厕免费开放      400.00  400.00 400.00  100.00% 

合计   26,160.00  26,158.84  26,158.84  99.996% 

注：①环卫日常养护项目和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均通过公开招投标确认

中标单位为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②居民装修建筑垃圾清运经费为 2016 年

追加的项目，由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2、前 2 年项目执行情况 

本项目作为经常性项目，前 2 年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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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预算金额为 20029.50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20029.50 万

元，执行率为 100%；2015 年预算金额为 22000 万元，当年实际支

出 21999.97 万元，执行率为 99.99%。 

3、资金拨付情况 

项目的资金管理主要为项目资金的拨付和预算管理等，由区绿

容局按照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内部项目资金的申请、审核

等流程，再根据集中支付管理办法向区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由主

管部门审核、最后由区财政局审核同意后，直接支付或授权方式拨

付资金。 

本项目资金支付方式有二种：政府采购资金（包括集中采购和

分散采购）采用直接拨付方式，非政府采购资金采用授权支付方式。 

 

 

图 1-1 项目资金直接支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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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项目资金授权拨付流程图 

预算管理：根据区财政局年度预算编制有关文件的要求，区绿容

局按照编制年度环卫养护经费预算，作为财政部门养护经费核拨的依

据。明确项目预算的编制时间、范围、内容、测算依据、测算金额等，

提交至区财政局进行审核。区绿容局规范预算的执行，进行预算变更

的调整，加强预算的监督和考核。 

二、绩效目标的核对和确定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项目申报总目标：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落实环卫养护各项工作的实施，维护普陀城区整洁、优美，保障市民

身体健康，努力实现上海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按照年度工作计划，按时保质完成项目范围内的

环卫日常养护工作，加强对普陀区范围内（除桃浦镇）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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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及时完成各项应急保障任务，提升普陀区城区

市容环境面貌整洁、优美程度。 

（二）项目绩效目标核对和确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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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通过与项目单位充分沟通，收集和查阅

相关政策、文献及前期论证资料，了解项目概况，对项目形成清晰的

判断。按照“合法、合规、合理”的要求，从预期产出目标、预期效

果目标、衡量预期目标、保障预期目标四个方向对预算单位的总目标

和分目标进行核对。按照“产出-结果-影响力”的逻辑思路，结合项

目管理“项目投资、项目实施、成本控制、政府采购、合同管理、质

量控制情况等”要素。同时综合考虑专项资金支出方向和金额，梳理

产出目标，编制产出和服务的数量、质量、时效目标。围绕产出目标，

向后跟踪，梳理效果和影响力目标，效果目标涵盖经济、社会、环境、

可持续效益、满意度目标。影响力目标考察长效管理机制等。结合当

年预算安排、类似项目的历史数据及行业标准，测算绩效指标的目标

值。 

主要绩效目标细化如下: 

1、产出目标： 

（1）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要求，实施道路清扫、公厕、压缩站

等环卫设施等各项环卫日常养护工作，工作量完成率达到 100%，按

照质量标准及服务要求规范实施各项作业，环卫作业考核覆盖率达到

100%，自查整改合格率达到 100%。成本合理，账实相符。 

（2）道路冲洗率达到 82%以上，道路机扫率达到 80%以上，生

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集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3）按照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完成各项应急保障任务。 

2、效果目标：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责投诉率比上年降低，投

诉案件反馈及时率达到 100%，投诉问题实际解决率达到 95%，主管

部门满意度达到 90%以上，市民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3、影响力目标：实现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成评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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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80 分，市容排名情况优于第 7 名(上年排名)，同时建立实施有效

的各项长效管理制度，保证项目后续正常运行。 

项目原预算申请时提出的项目总目标及年度绩效目标较为笼统

简单，本次对于绩效目标表进行了修正，补充了调整绩效目标并经项

目单位确认后形成新的绩效目标和指标如下表： 

表 2-1   修正后绩效目标情况表 

投入与管理目标 

投入目标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资金到位率 100% 

管理目标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范围管理有效性 有效 

质量管理有效性 有效 

进度管理有效性 有效 

采购管理有效性 有效 

信息沟通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道路冲洗率 ≥82.00% 

道路机扫率 ≥80.00%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 
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

集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时效目标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率 100% 

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质量目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 比上年提高 

考核覆盖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降低率 比上年降低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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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目标 

影响力 

市容排名情况 优于第七名 

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成情况  ≥80.00 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员到位率 充足 

 

通过与上海市普陀区绿容局充分沟通，收集和查阅相关政策、文

献及前期论证资料，了解项目概况，根据普陀区财政局的要求，制定

了项目绩效跟踪目标。具体跟踪目标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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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绩效跟踪目标一览表(1-12 月份)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跟踪的绩效内容 跟踪的指标 跟踪指标目标值 

投入目标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实施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实施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数量目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道路冲洗率 ≥82.00% 道路冲洗率 ≥82.00% 

道路机扫率 ≥80.00% 道路机扫率 ≥80.00%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 
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集频次

每天不少于 2 次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 

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

集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时效目标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成率 100% 

时效目标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率 100% 

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质量目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质量目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 比上年提高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 比上年提高 

考核覆盖率 100% 考核覆盖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降低率 比上年降低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降低率 比上年降低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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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跟踪的绩效内容 跟踪的指标 跟踪指标目标值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00%   

影响力 

市容排名情况 优于第七名 

影响力 

市容排名情况 优于第七名 

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成情

况  
≥80.00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员到位率 充足 人员到位率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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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1、项目组织 

（1）资金拨款单位：普陀区财政局 

主要职责：接受预算申请部门提出的款项拨付申请，财政专管员、

科室领导、分管领导审核资金申请，提出审核意见，按程序拨付资金。 

（2）项目主管部门：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主要职责：区绿容局作为主管部门和管理协调单位，负责项目组

织实施、业务考核，制定作业标准及服务要求规范等。按照政府采购

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参与招投标评审，与养护中标单位签订服务合

同，按照合同约定条款督促项目的实施和完成，考核项目完成质量，

实施项目全面监督与检查。审核并上报区绿化管理中心的预算编制。

按合同约定办理资金申请手续，对项目各项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工作。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对普陀区市容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进

行评价。 

区绿容局负责组织公开招标确定环卫日常养护作业单位，对于其

他参与环卫养护单位考虑到项目涉及作业单位的范围及时效性等因

素，通过一事一议方式，经区政府批准后确定。 

参与环卫养护单位如下： 

日常养护作业单位：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公开招标）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单位：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公开招标） 

公厕免费开放涉及单位：普环公司、长风公园经营发展公司及上

海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3 家公司。 

组织管理流程如下： 



 

22 
 

 

图 3-1 组织管理流程图 

 

2、项目管理 

    区绿容局作为项目主管单位，负责项目的整体实施过程管理以及

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确保项目正常运行，各相关业务科室负责项

目的具体落实，监督检查及考核评价等工作。 

业务管理方面：根据《普陀区环境卫生作业保洁质量标准和服

务要求规范》及《普陀区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监管考核评价方案（2016

版）》对中标单位及涉及服务单位进行考核，并对考核评价结果作

为对企业的年度考核依据，信息公开披露。 

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最主要的环卫日常养护作业单位根

据环卫作业性质，设有机动清扫组、人工清扫组、垃圾清运组、粪便

清运组等。按照所辖区域、路线等时机情况，编制一线作业车辆运行

路线图。机动清扫组每天根据作业车辆运行路线图进行路面清扫保

洁；人工清扫组每天对于无法进行机械清扫的道路、里弄进行清扫保

洁，同时对环卫设施进行清洁、保养；垃圾清运组及粪便清运组根据

路线图，每天对各类垃圾进行定点、定时收集后统一进行清运。 

同时为确保招投标任务的完成，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及考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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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要包括《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DIMS 系统管理规定（试行）》，

《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环境卫生作业质量考评细则（15 版）》，《业

务工种作业指导书》、《业务质量问题投诉受理规定》等，从业务操作

层面、业务管理层面及业务考核方面多层次保障环卫日常养护工作的

顺利完成。并实施内部督查监管制度，按月对各业务分公司进行考核

评分，保障业务实施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普环公司是目前上海市

环卫作业养护公司中唯一采用 DIMS 系统管理4的系统，通过信息化

手段，利用 GPS 定位跟踪模式，对作业车辆的运行进行全程监控，

随机抽取检查，提高了工作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考核人员的成

本。 

质量管理方面：普陀区环卫养护项目对道路保洁、垃圾清运等

环卫工作的质量管理采用分级监督管理。首先，作为作业单位普环公

司内部采用三级检查制度。每个班组都设有多名考核人员，实行全路

段全日制考核，考核频率：重点保障路段至少 4 次/天，人流量大易

脏乱地段至少 2 次/天，一般路段至少 1 次/天。各家分公司设有质量

检查部门，每天对重点路段至少保障 1 次巡查，对一般路段采用轮

查模式，对各作业班组进行考核。普环公司总部设有质监部门，采用

抽查模式对各家分公司作业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公示在公司

质监专报中。其次，区绿容局下设质量监督中心，每月出动人员及检

查车辆对全区环卫作业情况进行抽查考核，并对发现问题、移送问题、

督查整改情况公布在市容环境质量自查评估报告中。 

财务管理方面：区绿容局财务部门建立了完善的资产及财务管理

制度，依据区财政局制定的《普陀区区级建设财力项目资金管理办

                                                             
4 DIMS 系统：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信息化管理为管理，机械化作业为根本，通过将现代化科学技术、

管理模式与现场作业方式进行系统整合，建立起能推进环卫作业管理升级转型的多功能企业管理平台。该

系统基于对 GPS 卫星定位系统、VSCS 视频监控系统、3G 无线通讯技术、OA 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的整合运用，

实现作业装备信息实施监控、作业现场实时视频监拍、图文语音信息无线传输、机械化设备远程指挥调度、

后台数据信息记录存档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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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保证资金运行规范。 

（二）项目组织实施的实际情况与目标的差异情况说明 

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在制度保障、进度管理、业务管理、

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经费保障均配有制度保障，项目实施按照计划

逐步推进，严格按照各项管理办法开展项目，与绩效目标无偏差。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产出目标、效果目标的实现情况 

1、项目产出目标实现情况 

1.1 道路清扫完成率：按照 2016 年工作计划，人工清扫作业面

积为 4203963 平方米，涉及普陀区 54.8 平方公里（除桃浦镇）。清

扫频率为一级道路日频率≥3 次，二级道路日频率≥2 次，三级及四

级道路日频率≥1 次。普环公司在实施人工清扫至少 3 次/日进行普

扫，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实行 24 小时保洁，并由班组长实施全面检

查，分公司重点路段检查及总公司重点抽查的三级质量监督方式确保

道路完成清扫。故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1.2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按照 2016 年工作计划，

每天对 104 座公厕，76 座压缩站等环卫设施实施保洁工作。普环公

司实施专人负责制，同样由班组长、分公司检查考核确保按时按质完

成保洁工作。同时公司质量监督部每月初对上月公厕、压缩站考核情

况进行考评，列入各分公司的绩效考核。故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

完成率 100%。 

1.3 道路冲洗率：根据 2016 年计划，道路冲洗作业面积 2713468

平方米。普环公司实际冲洗作业面积达到 2604929 平方米，冲洗率

达到 96%，并按照冲洗频次：一级区域≥2 次/日；二级区域≥2 次/

日；三级区域≥1 次/日实施道路机械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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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道路机扫率：根据 2016 年工作计划，道路机扫作业面积

2459712 平方米。普环公司实际机扫作业面积达到 2385920 平方米，

机扫率达到 97%，并按照机扫频次：一级区域≥3 次/日；二级区域

≥2 次/日；三级区域≥1 次/日实施道路机械清扫作业。 

1.5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本项目为 2016 年新增项目，共

涉及 10 个街道（镇），713 条段道路约有 11543 家商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普环公司对 713 条道路实现布点，共设置了约 3000

个二维码，作业人员完成垃圾收集后使用扫码器进行扫码确认完成。

目前该项目自 2016 年 10 月起进行试运行，目前对数据的收集尚不

完整，主要存在二维码布局不够合理，扫码时存在信号干扰等原因。 

1.6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主要为区域环卫整治及重大活动保

障，包括红旗村、铜川水产市场拆除后整治，区域内重大活动环境保

障等。总体看来，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按照区绿容局的要求，及时有效

的完成红旗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铜川路水产市场拆除场内综合环卫

整治工作，并配合街镇做好各类专项整治的环卫整治服务。同时较好

的完成了 G20 峰会、龙舟赛、上马 10 公里赛等涉及本区的重大活动

环境卫生保障等。在年终考评中，普环公司获得了区绿容局加分奖励。

应急保障项目完全情况较好。 

1.7 生活垃圾清运完成率：评价小组通过普环公司的垃圾清运车

辆运行记录，发现作业范围内的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的日产日清率均

达到了 100%。 

1.8 粪便清运完成率：评价小组通过检查粪便清运车辆工作记录，

认为作业公司定期进行粪便清运，若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清运，也能

够及时协调粪便清运车辆前往相应的街道化粪池进行清运。 

1.9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该指标主要反映 12345 投诉中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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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投诉案件后的及时性。根据对 2016 年投诉月报的统计数据，2016

年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为 94%，与目标值 100%有偏差。 

1.10 自查整改合格率：该指标主要反映普陀区市容环境质监部

门每月督查后发现问题并移交给街道（镇）相关部门整改后的合格率。

根据《市容环境质量自查评估报告》的统计，全年移交街道（镇）相

关部门整改的质量问题为 22499 个，整改后经督查全部合格，合格

率为 100%。 

1.11 考核覆盖率:该指标主要反映普环公司内部质量控制水平。

根据普环公司每月一期的质监专报，普环公司每月对各作业分公司实

施日常环卫养护质量考核，并予以公示。考核覆盖率达到 100%。 

1.12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根据普环公司每月一期的质监

专报，普环公司每月对各作业分公司实施日常环卫养护质量考核。

2015 年各分公司考核平均得分为 90.9 分，2016 年各分公司考核平

均得分为 91.58 分，提高率为 0.75%。 

表 4-1 产出目标实现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偏差值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100% 无偏差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100% 无偏差 

道路冲洗率 ≥82.00% 96% 超额完成 

道路机扫率 ≥80.00% 97% 超额完成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完成 按计划完成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 
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

集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试运行，

每天 2 次 

项目尚在完善

中 

时效目标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率 100% 100% 无偏差 

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100% 无偏差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94% -6% 

质量目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100% 无偏差 

考核覆盖率 100% 100% 无偏差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  ＞0 0.75% 无偏差 

 

2、项目效果目标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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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绩效目标，项目效果目标类评价指标的三级指标设为社会效

益、影响力、服务对象满意度，并在该指标下对具体工作进行了细分。 

2.1 有责投诉降低率：根据普环公司质监部门统计数据，2015

年处理投诉个案 226 个，其中有责投诉 61 个，有责投诉率为 27%。

2016 年处理投诉个案 285 个，其中有责投诉 76 个，有责投诉率为

26.67%。有责投诉减低率为 1.22%。 

2.2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该指标主要反映 12345 投诉中心接到

投诉案件后的反馈及时性。根据对 2016 年投诉月报的统计数据，反

馈及时率达到 99.62%，与目标值 100%略有偏差。 

2.3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该指标主要反映 12345 投诉中心投诉

案件的实际解决率，根据对 2016 年投诉月报的统计数据，投诉案件

的实际解决率为 96%，高于目标值 95%。 

2.4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该指标主要反映 12345 投诉中心投诉

案件处理后市民满意率，该数据由第三方测评公司统计并在 12345

投诉月报中予以披露。根据对 2016 年投诉月报的统计数据，投诉案

件处理满意度为 92.3%，高于目标值 90%。 

2.5 市容排名情况：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通报 2016 年各区绿化市容、林业重点工作绩

效考核结果的函》（沪绿容[2017]37 号），普陀区绿化市容综合考评得

分为 90.5 分，综合评定等级为优秀。据区绿容局相关人员介绍，2016

年普陀区综合排名位列全市第一，超过目标值高于第七名。 

2.6 人员到位率：普环公司 2016 年 12 月实际参与作业的一线员

工人数为 2574 名，根据环卫作业养护预算定额经费（2011 年）需求

计算，需一线作业人员为 4351 人（详见附表），人员到位率为 59%。 

2.7 长效管理机制：环卫养护工作作为经常性项目，已建立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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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的管理机制。区绿容局作为项目管理方，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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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部门规章，对项目实施管理。同时根据《普陀区环境卫生

作业服务监管考核评价方案（2016 版）》、《关于对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的监管考核评价方案》（普绿容[2016]52 号）及《普

陀区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考核细则》，结合每月环卫专业考核、各

街镇对环卫作业服务企业评分，对普环公司 2016 年环境卫生作业服

务质量进行考评，实现对项目的跟踪管理、绩效考评，以督促项目实

施单位更好的完成各项作业工作，保障项目长效、常态发展。 

表 4-2 效果目标实现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偏差值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降低率 ＞0 1.22% 无偏差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99.62% -0.38%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96% 无偏差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92% 无偏差 

影响力 

市容排名情况 优于第七名 第一名 无偏差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无偏差 

人员到位率 100% 59% -41.00%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区绿容局积极组织项目实施工作，参与项目绩效跟踪管理及其绩

效目标指标体系设计，按规定设定作业标准、考核细则等，并按照规

定实施三年一轮公开招投标等工作，有效实施项目保障措施。项目具

体实施单位（主要为普环公司）按照投标方案、区绿容局年度工作安

排等制定当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量安排，落实各业务工作的工作范围、

明确业务作业标准、工作频次等，确保项目实施科学有效。 

在项目实施中，普环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主

要包括《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DIMS 系统管理规定（试行）》，《上

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环境卫生作业质量考评细则（15 版）》，《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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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作业指导书》、《业务质量问题投诉受理规定》等，从业务操作层面、

业务管理层面及业务考核方面多层次保障环卫日常养护工作的顺利

完成。同时实施内部督查监管制度，按照检查要求班组长实施全面检

查，分公司重点路段检查及总公司重点抽查的三级质量监督方式，并

按月对各业务分公司进行考核评分，保障业务实施的效果。各业务作

业单位，作业小组严格按照业务标准要求及业务频次实施项目作业。 

区绿容局通过下属市容环境质监部门每月对环卫作业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移交街道相关部门予以整改，并对整改后的问题

进行复查，整改合格率均达到 100%。年底按照《监管考核评价方案》

对普环公司进行绩效考评，保障项目长效、常态发展。 

在预算执行方面，2016 年预算总额追加调整为 26160 万元。截

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执行金额为 26,158.84 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 99.996%。 

环卫养护项目 2016 年总体实施情况较好，日常养护工作负责实

施单位普环公司能按照作业要求，作业频次等及时保质完成道路人工

清扫，公厕倒粪站、小便池等环卫设施管理保洁工作，生活垃圾清运

及粪便清运均能及时完成清运。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试运行，目前尚在完善过程中。2016 年 12345 投诉案件 2 小

时到场率为 94%，与目标值 100%有偏差。截止 2016 年底各项环卫

作业均已完成计划工作量，各项应急保障工作均能按照区绿容局要求

完成。根据 2016 年项目完成情况反映，效果指标完成情况较好，据

区绿容局相关人员介绍，2016 年普陀区综合排名位列全市第一，高

于目标值第七名。 

结合项目完成情况及各项制度保障措施的实施，本项目预计可以

实现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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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际绩效与目标的差异情况 

表 4-3 项目产出及效果目标与目标存在差异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跟踪时的目标完成情况 

跟踪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偏差情况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

率 

试点范围内覆盖推行收

集频次每天不少于 2 次 

试运行，每天 2

次 
项目尚在完善中 

时效目标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94% -6%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99.62% -0.38% 

影响力 人员到位率 100% 59% -41.00% 

 

偏差主要原因： 

1、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该项目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试运

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普环公司对 713 条道路实现布点，共

设置了约 3000 个二维码，作业人员每天 2 次完成垃圾收集后使用扫

码器进行扫码确认完成。由于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对数据的收集尚

不完整，主要存在二维码布局不够合理，扫码时存在信号干扰，作业

人员操作不够熟练等原因，项目还需进一步完善。根据项目实施单位

介绍预计 1 年后能实现项目正常运营。 

2、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根据《考核办法》规定，处置部门应

在接到诉求工单后 2 小时到达诉求现场，同时完成现场照片的拍摄工

作。目标值 100%，根据对 12345 投诉中心数据统计，2016 年实际 2

小时当场率为 94%。主要原因为处置部门未通过市民诉求处置平台有

效提供现场照片。 

3、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目标值为 100%。根据对 12345 投诉中

心数据统计，2016 年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为 99.62%。偏差原因：部

分月份部分处置单位反馈不够及时，例如 9 月园开公司反馈及时率

94.44%。；6 月万里绿化市容局反馈及时率 83.33%等。 

4、人员到位率：根据普环公司 2016 年年底实际参与作业的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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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人数为 2574 名，根据环卫作业养护预算定额经费（2011 年）需

求计算，需一线作业人员为 4351人，按照定额标准人员到位率为 59%。 

五、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12345 投诉案件处理过程未能严格按照《考核办法》执行 

根据《考核办法》规定，处置部门应在接到诉求工单后 2 小时到

达诉求现场，同时完成现场照片的拍摄工作。2016 年 3-10 月均未能

实现 2 小时到场率的要求，其主要原因为处置部门未能通过市民诉求

处置平台有效提供现场照片。 

2、垃圾定时定点收集项目二维码布局不够合理，实施部门目前

尚难实施监管 

普陀区 2016 年开展垃圾定时定点收集，为有效监管项目实施，

区绿容局和中标服务单位普环实业公司在全区范围内创新实施以二

维码扫码确认作业完成。该项目自 2016 年 10 月起启动试运行，在

实施过程发现存在原定二维码布局不够合理，扫码时存在信号干扰，

作业人员操作不够熟练等原因，造成实施单位普环公司目前对该项目

的管理存在缺漏，一线作业人员执行频次等相关数据收集尚不够完

整。 

3、作业人员到位率偏低，人力资源较为紧张 

根据环卫作业养护预算定额经费（2011 年）核定标准，目前普环

公司执行环卫养护工作的一线作业人员到位率仅为 59%，到位率偏低。

普环公司目前存在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较大，人员稳定性较弱等问题，

人力资源较为紧张，不利于环卫养护工作的持续发展。 

（二）改进措施 

合理布局垃圾定时定点收集点位，加强人员培训，落实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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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项目实施单位普环公司应针对项目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逐一落

实，对全区范围内各街道合理布局二维码点位，以提高操作可行性。

对于存在的扫码干扰等问题及时与软件公司沟通解决，同时加强一线

作业人员培训，加强项目的实施监管，提高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效

率。 

（三）纠偏情况 

对于项目单位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跟踪时目标未完成的目标，

敦促项目单位在后续的项目执行中抓紧落实并对项目目标的执行情况

进行了跟踪。 

在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第一次跟踪时，已发现 2 小时到场率低

于目标值的问题。普陀区绿容局相关部门加强对相关部门的培训，要

求各处置部门有效准确的通过市民诉求处置平台有效提供现场照片。

根据 12345 投诉中心数据显示 11 月及 12 月的 2 小时到场率均为

100%，到场率明显提高。后续普陀区绿容局将进一步落实培训，严格

按照《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实施处置流程。 

（四）有关建议 

建议科学调整人员配比和结构，适当增加一线作业人数，保障

项目长效发展 

建议项目中标服务单位要在公司内部挖掘潜力，科学调整人员配

比和结构，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考虑逐步有计划的增加作业人

员数量，缓解作业人员工作量，保障环卫养护项目长效、常态发展。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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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绩效跟踪表（项目分阶段完成情况表）； 

2、绩效跟踪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纠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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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跟踪表（项目分阶段完成情况表） 

名称：普陀区 2016 年环卫养护项目   跟踪时间：2016 年 12月 31日  跟踪时项目所处的阶段（√）：实施阶段（√）完成阶段（ ） 

一级

目标 

二级目

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项目立项和计划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项目收尾和完成阶段 

责任

部门 

项目管

理内容 

完成

度（%） 

项目

管理

目标

要求 

完成

度

（%） 

保障

制度

执行

情况 

责任部门 
项目管

理内容 
完成度（%） 

项目管

理目标

要求 

完成度

（%） 

保障

制度

执行

情况 

责任

部门 

项目管

理内容 

完成

度（%） 

项目

管理

目标

要求 

完成

度（%） 

保障

制度

执行

情况 

产出

目标 

数量目

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100%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

洁完成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100%        

道路冲洗率 ≥82.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96%               

道路机扫率 ≥80.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97%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

况 
完成       服务单位 

管理办

法要求 
完成 

按计划

完成 
完成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

行率 

每天不少

于 2 次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每日 2次 

按计划

完成 

每日 2

次 
       

时效目

标 

生活垃圾清运及时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100%        

粪便清运及时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按计划

完成 
100%        

投诉案件 2 小时到场率 100%       
各级市容管

理部门 

考核要

求 
100% 

考核要

求 
94%        

质量目

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及时完

成 
100%        

考核覆盖率 10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及时完

成 
100%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

高率 
＞0       普环实业 

管理办

法要求 
100% 

及时完

成 
0.75%        

成本目

标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科室 

成本管

理 
100% 

符合计

划 

9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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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科室 
成本管

理 
100% 

符合计

划 
100%               

效果

目标 

社会效

益目标 

有责投诉降低率 ＞0             
各级市容管

理部门 
 ＞0   1.22%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各级市容管

理部门 
  100%   

99.51

%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各级市容管

理部门 
 ≥95.00%  96%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各级市容管

理部门 
 ≥90.00%  92%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00%                                    

市民满意度 ≥85.00%                                    

影响力

目标 

市容排名情况 ≤第七名              区绿容局   优于第七名   第一名               

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

文明行业创成情况  
≥80.00 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区绿容局  完善  完善        

人员到位率 100%              普环实业   10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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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绩效跟踪表（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纠偏表） 

项目名称：普陀区 2016年环卫养护项目 跟踪时间：   2016年 12月 31 日 
跟踪时项目所处的阶段（ ）：实施阶段

（√）  完成阶段（ ） 

一级目

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项目完成时的绩

效目标值 

跟踪时的目标完成情况 跟踪时的纠偏情况 

应完成的绩效目

标值 

完成百分比或情

况描述 

偏差情

况             

偏差原

因 

纠偏路

径 

纠偏措施和

落实情况 

产出

目标 

数量目标 

道路清扫完成率 100% 100% 100% /       

公厕、压缩站等设施保洁完成率 100% 100% 100% /    

道路冲洗率 ≥82.00% ≥82.00% 96% /       

道路机扫率 ≥80.00% ≥80.00% 97% /    

应急保障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完成 完成 /    

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执行率 
每天不少于 2 次 每天不少于 2 次 每日 2 次 

项目尚在

完善中 

布点不够

合理 

完善项

目 
正在实施中 

时效目标 

生活垃圾清运完成率 100% 100% 100% /       

粪便清运完成率 100% 100% 100% /       

投诉案件 2小时到场率 100% 100% 94% -6% 
培训不够

到位等 

加强培

训 

第一次跟踪

后有所改进 

质量目标 

自查整改合格率 100% 100% 100% /    

考核覆盖率 100% 100% 100% /    

内部考核成绩平均提高率 ＞0 ＞0 0.75% /    

成本目标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99.996% /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100% /       

效果 社会效益 有责投诉降低率 ＞0 ＞0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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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目标 投诉案件反馈及时率 100% 100% 99.51% 0.49%    

投诉案件实际解决率 ≥95.00% ≥95.00% 96% /    

投诉案件处理满意度 ≥90.00% ≥90.00% 92% /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00%           

市民满意度 ≥85.00%           

影响力目

标 

市容排名情况 优于第七名 优于第七名 第一名 /       

道路保洁及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

成情况  
≥80.00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完善 较为完善 /    

人员到位率 100% 100% 59% 41%  
人员到位

率不够 

逐步改

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