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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是一所以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艺术、

教育和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科普教育基地，是普陀区综合性的校外教育

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建筑建于 1998 年，总建筑面积 26273.81m²，

地下部分建筑面积 2604.2m²。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有各类艺术、科技专

业室 40 多个及 520 座剧场和 500m²的多功能厅。由于房屋使用时间较

长，外立面及大部分楼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损伤和渗漏现象。根

据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普陀少年城装修改造抗震鉴定报告

（抗）2016-023 号》报告结果，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决定对其内

部进行装修和设备改造能帮助提升青少年中心硬件水平和作为科普教

育基地的功能。根据（普发改社〔2016〕24 号）文件对青少年中心加

固工程正式立项。 

项目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 日（发改委批复日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跟踪时段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该项目的预算批复总额为 17717 万元，本次跟踪的是 2018 年度项目预

算 7000 万元。 

二、跟踪思路、方法及目的 

为加强项目预算申报绩效目标的编制质量，提高预算单位预算申

报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对项目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度；为预计项目到

年底的完成情况，提出预算调整建议，并分析下一年度预算安排情况，

同时发现项目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纠偏措施；评价小组采取数

据对比，同时辅以项目单位访谈、现场勘察和调研等形式，对项目实

施绩效跟踪并形成跟踪结果报告。 

 三、跟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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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管理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在项目管理方面，项目投入管理中，2018 年申报项目预算为 7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执行 3784.71 万元，年度预算执行

率为 54.06%；各子项目预算根据可研报告编制。 

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基建中心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合规性核查反映会计记账程序规范，凭证后附件齐全

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 

在项目管理方面，项目编制了整体实施计划，基建中心管理制度

比较健全，项目对已制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有效执行。资料收集

中项目组对合同内容进行核查，合同签订内容完整且规范；项目文明

施工协议规范，未发现文明施工方面的投诉。 

在项目产出方面：项目预计在 2018 年 10 月底完成土建工程、机

电设备安装、专业设施及设备安装，由于跟踪时点项目还未完工，相

关工程还未进行验收，项目是否能按计划完工暂无法确定，但考虑到

进博会的影响，项目实际完成时间约比计划完成时间晚 1 个月左右。 

（二）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

业教育基地）项目中，室外、外立面项目暂未全部完成；安装工程暂

未全部完工，预计项目在 11 月 30 日前能完工。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

业教育基地）项目 2018年度支出 3784.71万元，2018年度预算安排 7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4.06%。考虑到一般事业单位 11 月底涉及关账无

法付款的情况较多，项目组判断因项目 11 月底完工，请款手续一般在

完工后，预期后续工程款 2018 年度应该不会再支付。 

四、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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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问题 

1. 项目施工时间比计划时间有所延误 

项目施工过程中，由于进博会的召开，根据《关于加强进博会期

间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的通知》（沪建安质监〔2018〕66 号）自 2018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12 日止，全市范围内所有施工项目不得进行

土方、施工材料等运输，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约 3 周时间，根据合同工

期原定于 10 月底可以完工的项目现在估计要在 11 月底左右才能完成。 

2.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偏低 

项目 2018 年度需用资金申请金额为 7000 万元，但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784.7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4.06%。主要原因是

工期因故延期导致原定于项目完成时支付的进度款现在无法支付，导

致预算执行率偏低的情况。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日后其他项目可参考本次进博会对工程的影响及时调整施工策

略 

因本次进博会已经结束，针对本项目的建议无法再对本项目进行

修正，但是本次进博会对施工的影响可以为以后同类型项目在类似会

议期间施工的策略和计划提供参考意见，本次进博会期间禁止运输建

筑材料，日后其他项目可以在会议开始前先备足会议期间的建筑材料，

减少对工程的影响，也可以在不影响周围居民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工作

时间，减少会议期间施工时间，延长会议前后一定时间段的施工时间。 

2.调整未使用的预算资金 

因本次项目跟踪已接近年底，预算已无法再进行调整，但日后其

他类似项目如遇见年度预算执行率可能偏低的情况应及时在年中预算

调整时根据项目实际的施工进度和合同付款条件及时调整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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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普陀区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

教育基地）项目绩效跟踪结果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及目的 

1.项目背景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是一所以开展青少年学生科技、艺术、

教育和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科普教育基地，是普陀区综合性的校外教育

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建筑建于 1998 年，总建筑面积 26273.81m²，

地下部分建筑面积 2604.2m²。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拥有各类艺术、科技

专业室 40 多个及 520 座剧场和 500m²的多功能厅，还有一些设施先进、

功能独特的教学设备。作为一所“面向学校、面向学生、面向少先队和

共青团”的校外教育机构，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努力坚持以人为本，思源

思进，开拓创新。努力实现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接轨、基础教育与终

身教育联通，成为学校教育改革的“助推器”，基地努力树立科普大教

育的理念，广泛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学校校外教育、

科技社团和社区家庭的科普资源，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已经成为普陀区

学校艺术、科技和群文活动的中心，承担了全区教育系统为青少年开

展的大量活动和工作，每年辐射全区中、小、幼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实践活动和群众文化、科普等公益活动达 20 万人次，全面发挥了服务

学校，开展青少年活动的主阵地作用。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自建成使用以来从未进行过大修，由于房屋使

用时间较长，外立面及大部分楼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损伤和渗漏

现象，急需进行修缮。根据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普陀少年

城装修改造抗震鉴定报告（抗）2016-023 号》，报告结果为在不改变

建筑功能的前提下，应对原建筑结构构件按现行规范实施加固，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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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屋进行装修，确保建筑使用的安全性，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普陀

区教育局根据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

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普发改社〔2016〕24 号）

文件对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正式立项。 

2.项目目的 

通过项目的实施，落实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对青少年中心进

行加固能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同时装修和设备改造能帮助提升青少年

中心硬件水平和作为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提高普陀区教育的整体硬

件水平。 

（二）项目起止日期和绩效跟踪期限 

1.项目起止日期 

项目期限：2016 年 12 月 2 日（发改委批复日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绩效跟踪期限 

跟踪时段：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 

（三）项目资金情况 

1.预算明细及资金来源 

“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预

算批复总额为 17717 万元，包括以下内容：工程费用 15611 万元；建

设工程其他费用 1262 万元；预备费 844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由

土建工程 8226 万元、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3543 万元、专业设施及设备

3344 万元以及室外总体 499 万元构成。资金来源于普陀区财政，具体

预算组成情况明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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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分中心投资组成明细表 

  单位 数 量 
单位造价 总 价 

(元/单位) (万元)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 ㎡ 26,273.81    15,611  

1 土建工程 ㎡ 26,273.81  3131  8,226  

1.1 拆除工程 ㎡ 26,273.81  120  315  

1.2 垃圾清运 ㎡ 26,273.81  80  210  

1.3 抗震加固 ㎡ 26,273.81  850  2,233  

1.4 建筑工程 ㎡ 26,273.81  350  920  

1.5 外立面及屋面工程 ㎡ 16,000.00  1,200  1,920  

1.6 装修工程 ㎡ 26,273.81  1000  2,627  

2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26,273.81  1348  3,543  

2.1 给排水 ㎡ 26,273.81  150  394  

2.2 消防系统 ㎡ 26,273.81  220  578  

2.3 电气 ㎡ 26,273.81  220  578  

2.4 VRV 空调 ㎡ 26,273.81  524  1,246  

    剧场、多功能厅   4,220.10  600  253  

    其它部位   22,053.71  450  992  

2.5 弱电 ㎡ 26,273.81  200  525  

2.6 燃气 ㎡ 26,273.81  50  131  

2.7 电梯（含联动改造）   3.00  300,000  90  

3 专业设施及设备 ㎡ 26,273.81  1273  3,344  

3.1 剧场座位 座 480  1200  58  

3.2 
剧场和多功能厅舞台、

机械、灯光系统 
项 1    1,450  

3.3 
剧场和多功能厅声效系

统 
项 1    700  

3.4 弱电基础设备 项 1    500  

3.5 太阳能设备 ㎡ 26,273.81  50  131  

3.6 地下车库出入管理系统 套 1  300000  30  

3.7 变电站设备费 kva 2,500  1500  375  

3.8 厨房设备 项 1    100  

4 室外总体       499  

4.1 大门 个 2  150000  30  

4.2 道路、广场及硬地 ㎡ 4710  350  165  

4.3 绿化景观 ㎡ 3586  20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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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数 量 
单位造价 总 价 

(元/单位) (万元) 

4.4 室外管线 ㎡ 8296  280  232  

            

二、 建设工程其他费       1,262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196  

2 前期工作咨询费       62  

4 设计费       452  

5 招标代理费       97  

6 工程监理费       317  

7 财务监理费       88  

8 施工图审图费       31  

9 竣工图及档案编制费       0  

10 房屋检测费       20  

三、 基本预备费（5％）       844  

            

合计 ㎡  26,274   17,717  

2.项目跟踪期间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属于跨年度项目，项目概算总额 17717 万元，2017 年度安

排需用资金 4880 万元，实际使用 4791.4 万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2018 年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支出

3784.71 万元，2018 年预算安排 7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4.06%，预

算执行率略低，资金按照项目进度拨付，2018 年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

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表 2： 

表 2-1：2017-2018 年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资

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概算 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率 

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

（职业教育基地） 
17717 8576.11 48.41% 

预算年度 预算安排资金 预算资金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率 

2017 年度 4880 4791.4 98.18% 



 

5 

2018 年截至 10 月底 7000 3784.71 54.06% 

截至 2018 年 10 月预算合计 11880 8576.11 72.19% 

未安排项目概算 5837   

 

表 2-2：2018 年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金额 付款金额 

普陀区少年城校安舞台设计尾款 18.5 12.95 

普陀区青少中心校安工程工程检测费 0.3 0.30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校安抗震鉴定招标代理费 1.149 1.149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投资监理招标代理费 2.00 2.00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政府采购招标代理费（安正） 2.00 2.00 

普陀区少年城加固项目配套项目空调系统项目（尾款） 1428.46 428.54 

普陀区青少中心大修配套电梯维修项目 73.9 22.17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弱电集成设计费 4.3 4.3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花岗岩材料招标代理费 7.54 7.54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校安多功能厅舞台剧场系统 141.91 42.57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校安剧场系统 758.05 227.41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监理） 280 28.00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施工） 2898.00 2453.00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投资监理费） 69.57 27.66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绿化工程） 123.94 37.00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配电用户站工程） 412.98 412.99 

绿化工程招标代理费 2.00 2.00 

用户站招标代理费 3.76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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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其他费用 771.64 0 

合计 7000 3715.339 

3.资金拨付流程 

该项目资金主要来源普陀区财政资金，首先由普陀区教育教育局

向普陀区财政申请预算资金，然后区财政局审核预算同意后核定预算

金额，根据付款情况，所有招投标项目资金支付通过财政国库直拨，

其他金额较小未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通过授权支付方式进行支付，资

金拨付流程图详见图 1： 

 

 

 

 

 

 

 

 

图 1：资金拨付流程图 

（四）项目主要内容、进度安排及完成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是对青少年中心该建筑的地下一层、地上主体十七层和局部

六层进行加固工程，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3669.61 m²，地下建筑面积

2604.2m²。该工程主要分为土建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实施及

设备、室外总体工程。 

土建工程包括：拆除工程、垃圾清运、抗震加固、建筑工程、外

立面及屋面工程、装修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包括：给排水、消防系统、电气、VRV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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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多功能厅、其它部位、弱电、燃气、电梯（含联动改造）。 

专业设施及设备包括：剧场座位、剧场和多功能厅舞台、机械、

灯光系统、剧场和多功能厅声效系统、弱电基础设备、太阳能设备、

地下车库出入管理系统、变电站设备费、厨房设备。 

室外总体工程包括：大门、道路、广场及硬地、绿化景观、室外

管线。 

各工程数量如下表 2 所示： 

表 2：项目工程数量表 

序号 项目明细 单位 数 量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 ㎡ 26,273.81  

1 土建工程 ㎡ 26,273.81  

1.1 拆除工程 ㎡ 26,273.81  

1.2 垃圾清运 ㎡ 26,273.81  

1.3 抗震加固 ㎡ 26,273.81  

1.4 建筑工程 ㎡ 26,273.81  

1.5 外立面及屋面工程 ㎡ 16,000.00  

1.6 装修工程 ㎡ 26,273.81  

2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26,273.81  

2.1 给排水 ㎡ 26,273.81  

2.2 消防系统 ㎡ 26,273.81  

2.3 电气 ㎡ 26,273.81  

2.4 VRV 空调 ㎡ 26,273.81  

    剧场、多功能厅   4,220.10  

    其它部位   22,053.71  

2.5 弱电 ㎡ 26,273.81  

2.6 燃气 ㎡ 26,273.81  

2.7 电梯（含联动改造）   3.00  

3 专业设施及设备 ㎡ 26,273.81  

3.1 剧场座位 座 480  

3.2 
剧场和多功能厅舞台、机械、灯光系

统 
项 1  

3.3 剧场和多功能厅声效系统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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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明细 单位 数 量 

3.4 弱电基础设备 项 1  

3.5 太阳能设备 ㎡ 26,273.81  

3.6 地下车库出入管理系统 套 1  

3.7 变电站设备费 kva 2,500  

3.8 厨房设备 项 1  

4 室外总体     

4.1 大门 个 2  

4.2 道路、广场及硬地 ㎡ 4710  

4.3 绿化景观 ㎡ 3586  

4.4 室外管线 ㎡ 8296  

2.项目进度安排及实际进度 

项目计划和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进度情况见表 3： 

表 3：进度安排及实际进度表 

项目名称 工程名称 项目计划完成情况 项目实际进度情况 

2018 年普

陀区职业

教育专项

青少年中

心加固（职

业教育基

地）项目 

工程名称 
项目计划开工

时间 

项目计划完成

时间 
实际开工时间 

实际完成情况 

（截至 10 月 31 日） 

室内外拆除、二结

构工程 
2017.09.01 2017.12.29 2017.09.01 全部完成 

拆除、加固、土建

工程 
2018.03.04 2018.05.07 2018.03.04 全部完成 

屋面工程 2018.03.20 2018.07.30 2018.03.20 

场内垃圾外运 100%，

施工升降梯出场，隔油

池安装完成 

外立面工程 2018.03.08 2018.08.09 2018.03.08 

南侧道侧石安装完成

70%，北面广场下水道

施工完成 100%，花岗

岩铺贴完成 50%；外墙

真石漆吊篮施工完成

95%；施工升降梯拆除

后外墙洞口补修，外墙

石材钢架制作安装完

成 100%，干挂石材安

装完成 50%；室外钢楼

梯制作安装完成 50%。 

室内装饰工程 2018.05.08 2018.10.29 2018.05.08 
室内装饰：9 层以上室

内木门安装、地面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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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完成情况 

截止 2017 年 11 月，各工程建设进度完成情况如下（详见附件基

础表 1-5）： 

（1）主楼部分：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进度为 47.79%、安装工程进

度为 13.66%； 

（2）室外总体工程：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以及安装工程进度为

0%； 

（3）安全文明措施费：总体使用的进度为 33.05% 

饰、墙面涂料完成

100%；7-8 层吊顶、墙

面一遍涂料完成100%，

地面花岗岩、玻化砖完

成 100%，复合地板完

成 70%；4-6 层吊顶、

墙面一遍涂料完成

100%，地面花岗岩、玻

化砖完成 100%；1-3 层

吊顶完成 90%，地面花

岗岩、玻化砖完成

100%；附楼走道、平台

玻璃栏杆扶手完成

90%；一层大厅地面、

墙面、楼梯踏步石材铺

贴完成 90%，楼梯栏杆

扶手完成 50%；五层多

功能厅实木地板完成

100% 

特殊部位、房间装

饰工程 
2018.03.15 2018.09.24 2018.03.15 

7-17层报警设备安装完

成，4-6 层零星摇喷淋

头完成；给排水方面，

2-17 层洁具安装完成

95%，给水上水系统调

试完成；电气方面，开

关插座、灯具安装 2-17

层完成 90%，电缆敷设

接线完成 90%。 

 室外总体工程 2018.07.06 2018.11.19 2018.07.06 
室外管道、路面等全部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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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各工程建设进度情况如下： 

（1）室外、外立面：南侧道侧石安装完成 70%，北面广场下水道

施工完成 100%，花岗岩铺贴完成 50%；外墙真石漆吊篮施工完成 95%；

施工升降梯拆除后外墙洞口补修，外墙石材钢架制作安装完成 100%，

干挂石材安装完成 50%；室外钢楼梯制作安装完成 50%。 

（2）室内装饰：9 层以上室内木门安装、地面装饰、墙面涂料完

成 100%；7-8 层吊顶、墙面一遍涂料完成 100%，地面花岗岩、玻化砖

完成 100%，复合地板完成 70%；4-6 层吊顶、墙面一遍涂料完成 100%，

地面花岗岩、玻化砖完成 100%；1-3 层吊顶完成 90%，地面花岗岩、

玻化砖完成 100%；附楼走道、平台玻璃栏杆扶手完成 90%；一层大厅

地面、墙面、楼梯踏步石材铺贴完成 90%，楼梯栏杆扶手完成 50%；

五层多功能厅实木地板完成 100%，二层剧场地面自流平基层完成，舞

台地板基层毛地板完成；地下室墙顶面涂料一遍完成，防火门门框安

装完成 100%。 

（3）安装工程：消防方面，7-17 层报警设备安装完成，4-6 层零

星摇喷淋头完成；给排水方面，2-17 层洁具安装完成 95%，给水上水

系统调试完成；电气方面，开关插座、灯具安装 2-17 层完成 90%，电

缆敷设接线完成 90%。 

二、跟踪思路、方法及目的 

（一）跟踪目的 

为加强项目预算申报绩效目标的编制质量，提高普陀区教育基建

中心预算申报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对项目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度；为

预计项目到年底的完成情况，提出预算调整建议，并分析下一年度预

算安排情况，同时发现项目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纠偏措施；为

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和反映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效益成果，对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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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实施绩效跟踪

并形成跟踪结果报告。 

（二）跟踪思路 

1.确认项目的绩效目标  

结合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

实施情况，确认并选取部分目标进行绩效跟踪评价。根据项目开展的

实际情况，补充预算申报的“项目绩效目标”中的项目基本信息，按照

子项目或活动的类别进一步细化各分解目标；根据各分解绩效目标指

标目标值的可衡量性、数据来源和出处的可信度等，选择本次跟踪评

价的主要绩效目标。  

2.开展绩效跟踪  

依据确定的跟踪目标，对项目管理的相关内容和目标要求的完成 

情况实施绩效跟踪，归集跟踪信息。  

3.进行偏差分析，根据绩效跟踪信息，对照重点跟踪的目标，发现

绩效运行偏差、分析偏差原因。 

4.提出纠偏路径，依据偏差分析，结合项目实际，提出实施纠偏的

路径和方法。  

5.及时实施纠偏，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根据绩效目标偏差情况

以及纠偏路径，及时实施纠偏。 

6.形成绩效跟踪结论和整改建议，撰写跟踪评价报告，针对发现的

偏差和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三）跟踪过程方法 

2018 年 6 月 7 日，项目组进场与普陀区财政局进行了项目沟通会，

确定了项目的跟踪方式和跟踪期限。 

项目开展绩效跟踪期间，项目组于 6 月 29 日前往教育基建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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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 2018 年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

目进一步进行资料收集，并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采取数据对比

等方法对项目预算组成合理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项目组

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前往青少年中心工地现场参加工程例会，了解项目

基本情况，并与项目施工方施工员进行沟通，并互留联系方式，以便

项目日后数据的传递，10 月 29 日，项目组再次前往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收集跟踪时点的项目情况和预算执行数据，并提出项目绩效偏差问题

和撰写项目报告。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与教育基建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跟踪报告

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和确认，并补充相关资料后和修改后，确定了项目

跟踪报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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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对建筑的加固可提高抗震安全等级，

对建筑的外立面修缮和室内装修及设备改造能帮助提升青少年中心硬

件水平和作为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进一步满足普陀区教育发展多功

能的使用需要，提高普陀区教育的整体硬件水平。 

年度目标：2018 年项目年度目标为在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项目土建

工程和室内装饰，相关设备和后续专业设备安装基本在 12 月完成。 

2.项目具体目标 

（1）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 完成土建工程； 

⚫ 完成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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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专业设施及设备； 

时效目标： 

⚫ 土建工程完成及时；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完成及时； 

⚫ 专业设施及设备完成及时； 

质量目标： 

⚫ 土建工程（包括环境，设备验收）质量均达到工程验收标准； 

⚫ 建筑抗震等级达到要求； 

（2）效果目标 

⚫ 学生教室体验（设备，装修，环境，规划布局等）提升情况； 

⚫ 教师教学体验（设备，装修，环境，规划布局等）提升情况； 

（3）影响力目标 

⚫ 学生使用满意度 90%以上； 

⚫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以上； 

⚫ 项目管理者满意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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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

22 号）的要求结合项目实施计划等文件，在原有绩效目标表的基础上

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目标与项目单位沟通交流后，

确定了最终的项目绩效目标。具体如表 5： 

表 5  2018 年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绩效目

标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

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目标值 

项目管理 
投入管

理 
预算执行率 用以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情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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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标 
二级目

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目标值 

预算编制合理

性 
以反映项目预算编制、安排合理情况。 合理 

财务管

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考察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

有效，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

执行有效性 

考察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执行有效，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

规范运行的执行情况。 

有效 

财务监控有效

性 

考察项目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

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了必要的

监控、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

性 

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和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合规 

投资监理管理

有效性 

考察项目资金概算是否投资监理单位

的概算审核，对施工内容的合理性是

否进行有效监控，是否起到节约建设

资金的效果 

合规 

项目实

施 

项目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 

主要考察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项目实

施单位是否建立了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的相关制度和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

执行的有效性 

主要考察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开展过

程中，项目单位是否针对项目开展质

量实施风险控制措施，以及措施是否

有效。 

有效 

合同管理的规

范性 

考察项目合同书订立、合同履行管理

是否合法、合规。 
规范 

档案资料管理

有效性 

考察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预算申请

材料、审批意见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

时归档，档案资料管理的健全、到位

情况。 

有效 

招投标程序合

规性 

考察项目实施中的招标程序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 
合规 

设计图纸审查

有效性 

考察项目实施前期设计图纸审查是否

符合项目要求 
有效 

安全文明施工

情况 

考察项目工程实施过程中是否有接到

投诉并及时解决 
无投诉 



 

15 

一级目标 
二级目

标 
三级目标 目标内容 目标值 

项目产出 

产出数

量 

完成土建工程
26273.81m² 

考察该项目的土建工程是否按照计划

完成。 
100% 

完成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
26273.81m² 

考察该项目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是否

按照计划完成。 
100% 

完成专业设施

及设备
26273.81m² 

考察该项目的专业设施及设备是否按

照计划完成。 
100% 

产出时

效 

土建工程完成

及时； 

考察该项目的专业设施及设备是否按

照计划时间及时完成。 
100% 

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完成及时； 

考察该项目的专业设施及设备是否按

照计划时间及时完成。 
100% 

专业设施及设

备完成及时 

考察该项目的专业设施及设备是否按

照计划时间及时完成。 
100% 

产出质

量 

土建工程一次

性验收合格； 

考察该项目土建工程竣工后的一次性

验收是否合格。 

一次验收

合格 

建筑抗震等级

达到要求 

考察项目实施后该建筑是否达到抗震

要求等级。 
达到要求 

项目效益 

学生教室体验感提升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的教室相较实施之前，学生的教室使

用体验感是否有所提升。 

提升 

教师教学体验提升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的教室相较实施之前，教师的教室使

用体验感是否有所提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学生使用满意度 考察学生对项目实施后的满意度。 90%以上 

教师使用满意度 考察教师对项目实施后的满意度。 90%以上 

项目管理者满意度 
考察项目管理者对项目实施后的满意

度。 
90%以上 

2.绩效跟踪目标的确定 

根据 2018 年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的工作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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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6） 

表 6：项目绩效目标及跟踪选择目标表 

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是否跟踪 理由 跟踪目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项目

管理 

投入

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是 - 70% 
要求提供支出明

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是 - 合理 提供预算编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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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是否跟踪 理由 跟踪目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据 

财务

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性 
健全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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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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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是 - 健全 

要求提供业务管

理制度并复核和

现场访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是 - 有效 

要求提供业务管

理制度并复核和

现场访谈 

投资监理管理有效

性 
合规 是 - 规范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访谈 

项目

实施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

全性 
健全 是 - 规范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访谈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

的有效性 
有效 是 - 有效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访谈 

合同管理的规范性 规范 是 - 规范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查看 

档案资料管理有效

性 
有效 是 - 规范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查看 

招投标程序合规性 合规 是 - 合格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查看 

设计图纸审查有效

性 
有效 是 - 有效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查看 

安全文明施工情况 无投诉 是 - 无投诉 
要求提供业务资

料和现场查看 

项目

产出 

产出

数量 

完成土建工程
26273.81m² 

100% 是 - 全部完成 
走访、调研、实

地勘察、汇报 

完成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 26273.81m² 
100% 是 - 全部完成 

走访、调研、实

地勘察、汇报 

完成专业设施及设

备 26273.81m² 
100% 是 - 全部完成 

走访、调研、实

地勘察、汇报 

产出

时效 

土建工程完成及时

率； 
10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无法跟踪 
-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完成及时率； 10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无法跟踪 
- - 

专业设施及设备完

成及时率 10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无法跟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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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二级

目标 
三级目标 目标值 是否跟踪 理由 跟踪目标值 计划跟踪方法 

产出

质量 

土建工程一次性验

收合格； 

一次验收合

格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无法跟踪 
- - 

建筑抗震等级达到

要求 
达到要求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无法跟踪 
- - 

项目

效益 

学生教室体验感提升情况 提升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效果尚未体现，

无法跟踪 

- - 

教师教学体验提升情况 提升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效果尚未体现，

无法跟踪 

- - 

影响

力目

标 

学生使用满意度 9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效果尚未体现，

无法跟踪 

- - 

教师使用满意度 9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效果尚未体现，

无法跟踪 

- - 

项目管理者满意度 90% 否 

项目尚未完成，

效果尚未体现，

无法跟踪 

- -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是项目的主管单位，负责项目的预算申请

以及项目的具体实施。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是区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作为

项目单位，负责按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各施工内容进行招标，

与中标单位订立合同，并根据合同条款对服务单位进行监督。 

上海金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主要土建施工单位，

负责工程量清单内容及施工图纸所示工程内容并按施工图纸和工程施

工要求进行施工。 

上海振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是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主要

负责对项目工程整体的把控以及监督。 

上海市协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该项目的投资监理单位，承担

建设项目全过程、动态的造价管理，包括投资估算、项目工程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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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工程结算、工程竣工结算、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

审核、对工程造价进行监控以及提供有关工程造价信息资料等业务。 

项目单位及主要负责项目内容，详见下表 7，其他项目参与方详见附件

1：基础表 1-4 

表 7：项目工程合同汇总表 

单位名称 工期 合同价 实施内容 

上海金鹿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450 天 8899.53 主体工程 

上海教育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22.2 可研报告编制 

上海汇中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20 天 20 设计图纸审查 

上海振南工程咨询

监理有限公司 
570 天 280 工程监理 

上海锦展生态园林

科技有限公司 
 6.83 工程绿化设计 

上海源正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0.3 工程钢结构检测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 
1 个月 33.5 房屋鉴定检测 

上海市乾茂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1 个月 3 少年城空调工程工程造价咨询 

上海市协营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15 个月 69.57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造价咨询 

上海舞台技术研究

所 
45 天 18.5 二楼剧场大修改造项目舞台工艺设计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149 抗震鉴定技术服务采购代理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1.6841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设计招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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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10.81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监理招标代理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7.54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花岗岩装饰材料采购招

标代理合同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2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投资监理招标代理 

上海臻诚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2 青少年中心加固工程绿化工程招标代理 

上海市普陀区园林

建设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123.94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加固项目绿化工程 

上海禹丹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 

  636.63 花岗岩装饰材料采购 

上海久隆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 

120 天 412.98 配电用户站工程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

有限公司 

 

141.91 青少年中心多功能厅舞台剧场系统 

上海鹏阳电梯有限

公司 

 

73.9 青少年中心大修配套电梯维修项目 

上海天德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1428.46 少年城加固项目配套空调系统项目 

上海紫越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3 配套弱电集成项目设计 

上海仪电鑫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758.05 青少年中心剧场系统 

（二）项目管理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普陀区教育基建中心，基建中心通过招标确

定工程监理、投资监理以及施工单位；基建中心主要通过《普陀区校

舍（中小幼）大修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普陀区学校零星修理

等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学校维修项目质量安全监控指导

书》和项目施工合同、文明施工责任书、治安、防火责任协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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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责任书等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并且参与工程周例会，对项目的实

时情况进行把握并及时做相应调整；监理单位依据相关规定以及合同

对项目工程进行具体的监督管理。 

财务管理方面，主要依据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制定的《财务

规章制度》、《票据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执行。经实地调研，根

据会计资料和合同资料的相关内容显示，项目单位按照规定进行财务

管理，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财务按规定管理，并定期立卷归档，

财务管理健全，监督执行有效。项目管理流程图见图 2： 

 

 

 

 

 

 

 

 

 

图 2：项目组织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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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的实施计划和目

标，对项目的已完成情况进行了走访调研、数据收集，从而对普陀区

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业教育基地）项目的管理情况进行

分析：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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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基地）项目 2018 年度预算总执行率为 54.06%，预算编制合

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监控有效、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管

理制度执行有效，具体分析如下： 

1.投入管理情况 

绩效目标 
目标

值 

跟踪目

标值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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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54.06

% 

项目工程款按各施工合同规定，进行结算，

因。预算执行率有偏差。主要是因为进博

会导致项目施工延期约 3 周，造成进度款

不符合合同付款条件无法支付。 

有偏差 

预算编

制合理

性 

合理 合理 合理 

项目根据建设计划安排 7000 万元预算，但

各子项目预算依据不够充分，未细化到单

价和数量。 

无偏差 

2.财务管理情况 

绩效目标 
目标

值 

跟踪

目标

值 

实际

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

论 

财

务

管

理 

财务管理

制度健全

性 

健全 健全 健全 

项目计划制定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管理

项目，通过评价小组对项目单位现场访

谈，项目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且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无偏差。 

无偏差 

财务管理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有效 

预算单位在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上，符合

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凭证后附件齐

全，审批流程完整，资料保管合规，财务

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无偏差。 

无偏差 

财务监控

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有效 

项目计划建立财务监控机制且执行有效，

通过评价小组对项目单位现场访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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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监控制度有效无偏差。 

无偏差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合规 

资金用于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的预

算资金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项目整体单

独核算。相关会计记录及时、真实、完整。

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

规情况无偏差。 

无偏差 

投资监理

管理有效

性 

合规 合规 合规 

工程概算施工图纸施工量工程明细的单

价数量都通过监理单位复核；投资监理单

位根据服务合同提供全程动态造价管理

和监督，投资监理执行有效无偏差。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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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管理情况 

绩效目标 
目标

值 

跟踪

目标

值 

实际

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

论 

项

目

实

施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

全性 

健全 健全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建立了保证项目顺利

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项目主要通过

《普陀区校舍（中小幼）大修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普陀区学校零星修理等

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学校维

修项目质量安全监控指导书》和项目施工

合同、文明施工责任书、治安、防火责任

协议、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管理制度进行管

理，保障项目开展井然有序，无偏差 

无偏差 

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

的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有效 

项目管理依据相关政府规定执行，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相关申

请材料、审核意见等资料齐全，附在凭证

中，并自觉接受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的监

督和检查。对于购买的第三方服务，合同

具有相关的评估指标，同时组织专家评审

验收，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达标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无偏差。 

无偏差 

合同管理

的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规范 

项目组到项目单位现场经翻阅所有项目

合同资料，核查结果反映项目合同签订规

范，合同要素齐全无偏差。 

无偏差 

档案资料

管理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有效 

项目组到项目单位现场经翻阅项目相关

申请材料、核查结果为申请材料齐全、审

批意见等资料完整并及时归档，档案资料

管理到位无偏差。 

无偏差 

招投标程

序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合规 

项目组到项目单位现场经翻阅项目项目

相关招标材料、核查结果为各公司投标等

资料齐全且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无偏差。 

无偏差 

设计图纸

审查有效

性 

有效 有效 有效 

通过合同资料显示施工图纸经过专业机

构审图，设计图纸审查有效，符合项目要

求无偏差 

无偏差 

五、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产出目标的实现情况 

绩效目标 目标值 
跟踪目标

值 
实际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项目产

出类 

完成土建工程
26273.81m² 

100% 100% 100% 

项目组参加工程例会，根据 10 月底

工程月报显示项目已基本完成，但

还有零星收尾工作没有全部完成，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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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目标值 
跟踪目标

值 
实际值 绩效跟踪实际情况与偏差度分析 偏差结论 

主要是因为进博会影响，部分工程

无法施工，对工程进度有一定影响。 

完成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
26273.81m² 

100% 100% 100% 

项目组参加工程例会，根据 10 月底

工程月报显示项目已基本完成，但

还有零星收尾工作没有全部完成，

导致影响部分安装工程，但预计大

部分都能在 11 月底完成。 

无偏差 

完成专业设施

及设备
26273.81m² 

100% 100% 100% 

项目组参加工程例会，根据 10 月底

工程月报显示项目已基本完成，但

还有零星收尾工作没有全部完成，

导致影响部分安装工程，但预计大

部分都能在 11 月底完成。 

无偏差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在项目管理方面，项目投入管理中，2018 年申报项目预算为 70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执行 3784.71 万元，年度预算执行

率为 54.06%；各子项目预算根据可研报告编制。 

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基建中心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合规性核查反映会计记账程序规范，凭证后附件齐全

资金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 

在项目管理方面，项目编制了整体实施计划，基建中心管理制度

比较健全，项目对已制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有效执行。资料收集

中项目组对合同内容进行核查，合同签订内容完整且规范；项目文明

施工协议规范，未发现文明施工方面的投诉。 

在项目产出方面：项目预计在 2018 年 10 月底完成土建工程、机

电设备安装、专业设施及设备安装，由于跟踪时点项目还未完工，相

关工程还未进行验收，项目是否能按计划完工暂无法确定，但考虑到

进博会的影响，项目实际完成时间约比计划完成时间晚 1 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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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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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项目内容和实际开展情况，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存在差

异的指标有： 

预算执行率：按照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管理中心提供的明细账显

示，2018 年度实际支付预算金额为 3784.71 万元，主要是由于进博会

的举行导致项目无法正常施工，预计比合同工期晚一个月完成，因项

目进度款必须按合同条款进行支付，故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项目产出类：根据《关于加强进博会期间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的通

知》（沪建安质监〔2018〕66 号）自 2018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12

日止，全市范围内所有施工项目不得进行土方、施工材料等运输，导

致项目部分工程无法正常施工，故项目计划产出与实际完成情况稍有

偏差，但因项目本身工程量较大，在项目单位提供的月报中，完工百

分比基本都接近 100%，施工单位表示剩余收尾工作预计在 11 月底前

能完成。 

六、项目预期目标可实现情况及跟踪结果判定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

业教育基地）项目中，室外、外立面项目中：花岗岩铺贴，外墙真石

漆吊篮施工，施工升降梯拆除后外墙洞口补修，干挂石材安装完成，

室外钢楼梯制作安装等暂未完成，其他部分已全部完工。室内装饰中：

复合地板，1-3 层吊顶，附楼走道、平台玻璃栏杆扶手；一层大厅地面、

墙面、楼梯踏步石材铺贴，楼梯栏杆扶手等暂未完成，其他部分已全

部完工。安装工程中：给排水方面，2-17 层洁具安装，电气方面，开

关插座、灯具安装 2-17 层，电缆敷设接线等暂未完工，其他部分已全

部完工。预计项目在 11 月 30 日前能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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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普陀区职业教育专项青少年中心加固（职

业教育基地）项目支出 3784.71 万元，2018 年预算安排 7000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54.06%。 

七、问题、纠偏措施和建议 

（一）主要问题 

1. 项目施工时间比计划时间有所延误 

项目施工过程中，由于进博会的召开，根据《关于加强进博会期

间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的通知》（沪建安质监〔2018〕66 号）自 2018

年 10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12 日止，全市范围内所有施工项目不得进行

土方、施工材料等运输，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约 3 周时间，根据合同工

期原定于 10 月底可以完工的项目现在估计要在 11 月底左右才能完成。 

2.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偏低 

项目 2018 年度需用资金申请金额为 7000 万元，但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784.7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4.06%。主要原因是

工期因故延期导致原定于项目完成时支付的进度款现在无法支付，导

致预算执行率偏低的情况。 

（二）改进措施和建议 

1.日后其他项目可参考本次进博会对工程的影响及时调整施工策

略 

因本次进博会已经结束，针对本项目的建议无法再对本项目进行

修正，但是本次进博会对施工的影响可以为以后同类型项目在类似会

议期间施工的策略和计划提供参考意见，本次进博会期间禁止运输建

筑材料，日后其他项目可以在会议开始前先备足会议期间的建筑材料，

减少对工程的影响，也可以在不影响周围居民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工作

时间，减少会议期间施工时间，延长会议前后一定时间段的施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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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未使用的预算资金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支出 3784.7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54.06%，建议调减预算 3215.29 万元。但因本次项目跟踪已接近年底，

预算已无法再进行调整，但日后其他类似项目如遇见年度预算执行率

可能偏低的情况应及时在年中预算调整时根据项目实际的施工进度和

合同付款条件及时调整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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