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普陀区2019年单位预算

预算单位：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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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能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普陀区人民政府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结合区域实际，研究制订有关制度措施，并组
织实施。
    2.依法相对集中行使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权。
    3.负责建立和完善城管执法巡查、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定期组织社会评议。
    4.负责对街道（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考核，以及对跨区域执法整治等工作的协调和指挥。
    5.负责本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和管理，按规定开展人员招录，
组织实施执法培训、岗位交流、督察考核、责任追究和评议考核等制度。
    6.负责处理涉及本机关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关事宜。
    7.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机构设置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设6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科、政工科、法制科、监督科、协调科。局下设城管执法大队，城管执法大队
下设一支机动中队。



名词解释

   
   （一）“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
   （三）培训费：指除因公出国（境）培训费以外的，在培训期间发生的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交通费等各类培训费
用。



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19年，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预算支出总额为4567.1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4567.1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4567.18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47.17万元，主要用于实行归口管理
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6.64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47.17万元，比
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8.75%。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数量增加。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194.7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
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89.86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194.79万元，比
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60%。主要原因是：编制2019年预算时的人数变动以及社保基数调整。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77.9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989.77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77.92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
行数减少92.13%。主要原因是：2018年12月开始，职业年金单位部分开始实缴，并且补缴2014年10月至2018年11月的职业年金。

   4.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92.53万元，主要用于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90.18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92.53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60%。主要原因是：2019年编
制预算时人数的变动以及社保基数的调整。

   5.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法（项）”3680.26万元，主要用于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加强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的支出。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851.25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3680.26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减少4.44%。
主要原因是：编制2019年预算时人数的变动以及项目变动。

   6.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178.59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59.66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178.59万元，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1.86%。主要原因是：人数发生变
化以及公积金基数调整。

   7.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295.92万元，主要用于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
贴。2018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91.48万元，2019年预算安排万元295.92，比2018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52%。主要原因是：2019年预算编制
时的人数较2018年有所变化。



2019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45,671,764.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832.00 3,198,832.00 

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5,671,764.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925,264.00 925,264.00 

2、政府性基金 三、城乡社区支出 36,802,527.00 18,016,016.00 5,465,311.00 13,321,200.00 

二、事业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45,671,764.00 支出总计 45,671,764.00 26,885,253.00 5,465,311.00 13,321,200.00 



2019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832.00 3,198,832.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198,832.00 3,198,832.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71,740.00 471,74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47,923.00 1,947,923.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79,169.00 779,169.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25,264.00 925,264.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25,264.00 925,264.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925,264.00 925,264.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6,802,527.00 36,802,527.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6,802,527.00 36,802,527.00 

212 01 04 城管执法 36,802,527.00 36,802,527.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85,941.00 1,785,941.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59,200.00 2,959,200.00 

合计 45,671,764.00 45,671,764.00 



2019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832.00 3,198,832.00 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3,198,832.00 3,198,832.00 0.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71,740.00 471,740.00 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47,923.00 1,947,923.00 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79,169.00 779,169.00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25,264.00 925,264.00 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25,264.00 925,264.00 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925,264.00 925,264.00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212 01 04 城管执法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785,941.00 1,785,941.00 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59,200.00 2,959,200.00 0.00 

合计 45,671,764.00 32,350,564.00 13,321,200.00 



2019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5,671,764.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98,832.00 3,198,832.00 

二、政府性基金 二、卫生健康支出 925,264.00 925,264.00 

三、城乡社区支出 36,802,527.00 36,802,527.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4,745,141.00 4,745,141.00 

收入总计 45,671,764.00 支出总计 45,671,764.00 45,671,764.00 



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执行数

2019年预算数 2019年预算数比2018年执行数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增减额  增减%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62,748.90 3,198,832.00 3,198,832.00 0.00 -8,963,916.90 -73.7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12,162,748.90 3,198,832.00 3,198,832.00 0.00 -8,963,916.90 -73.7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366,400.00 471,740.00 471,740.00 0.00 105,340.00 28.7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1,898,624.50 1,947,923.00 1,947,923.00 0.00 49,298.50 2.6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9,897,724.40 779,169.00 779,169.00 0.00 -9,118,555.40 -92.13%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01,847.20 925,264.00 925,264.00 0.00 23,416.80 2.6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901,847.20 925,264.00 925,264.00 0.00 23,416.80 2.6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901,847.20 925,264.00 925,264.00 0.00 23,416.80 2.6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8,512,527.07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1,710,000.07 -4.44%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38,512,527.07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1,710,000.07 -4.44%

212 01 04 城管执法 38,512,527.07 36,802,527.00 23,481,327.00 13,321,200.00 -1,710,000.07 -4.4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511,421.00 4,745,141.00 4,745,141.00 0.00 233,720.00 5.1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4,511,421.00 4,745,141.00 4,745,141.00 0.00 233,720.00 5.1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96,621.00 1,785,941.00 1,785,941.00 0.00 189,320.00 11.8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2,914,800.00 2,959,200.00 2,959,200.00 0.00 44,400.00 1.52%

合计 56,088,544.17 45,671,764.00 32,350,564.00 13,321,200.00 -10,416,780.17 -18.57%



2019年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本单位2019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故此表为空



2019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403,433.00 26,403,433.00 0.00 

301 01 基本工资 3,319,452.00 3,319,452.00 0.00 

301 02 津贴补贴 16,695,655.00 16,695,655.00 0.00 

301 03 奖金 276,621.00 276,621.00 0.0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947,923.00 1,947,923.00 0.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779,169.00 779,169.00 0.00 

301 10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925,264.00 925,264.00 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21,408.00 321,408.00 0.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785,941.00 1,785,941.00 0.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52,000.00 352,000.00 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146,311.00 0.00 5,146,311.00 

302 01 办公费 100,000.00 0.00 100,000.00 

302 02 印刷费 60,000.00 0.00 60,000.00 

302 03 咨询费 100,000.00 0.00 100,000.00 

302 04 手续费 2,000.00 0.00 2,000.00 



302 05 水费 5,000.00 0.00 5,000.00 

302 06 电费 240,000.00 0.00 240,000.00 

302 07 邮电费 37,000.00 0.00 37,0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429,840.00 0.00 429,840.00 

302 11 差旅费 10,000.00 0.00 10,0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70,000.00 0.00 70,000.00 

302 14 租赁费 336,000.00 0.00 336,000.00 

302 15 会议费 5,000.00 0.00 5,000.00 

302 16 培训费 90,000.00 0.00 90,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00.00 0.00 5,00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150,000.00 0.00 150,000.00 

302 26 劳务费 68,000.00 0.00 68,0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98,000.00 0.00 598,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297,657.00 0.00 297,657.00 

302 29 福利费 397,440.00 0.00 397,44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65,111.00 0.00 465,111.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738,360.00 0.00 738,36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41,903.00 0.00 941,903.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81,820.00 481,820.00 0.00 

303 02 退休费 471,740.00 471,740.00 0.00 

303 09 奖励金 6,480.00 6,480.00 0.00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600.00 3,600.00 0.00 



310 资本性支出 319,000.00 0.00 319,0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00,000.00 0.00 200,000.00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49,000.00 0.00 49,000.00 

31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70,000.00 0.00 70,000.00 

合计 32,350,564.00 26,885,253.00 5,465,311.00 



2019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19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03.01 0.00 0.50 102.51 56.00 46.51 546.53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03.01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55.89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18年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2.51万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56万元，主要原因是淘汰更新四辆执法车辆。
（三）公务接待费0.50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0.11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的发生。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19年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546.53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1382.1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0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2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076.12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9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10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332.12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有车辆63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63辆、特种专
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由区机管局统一实物保障的一般公务用车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承重墙鉴定服务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þ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7/6 结束时间 2020/7/5

项目概况

针对居住小区内部分业主在装修过程中，为了增加一点居住面积而打掉承重
墙，破坏建筑主体结构，对整幢楼的安全性造成损害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查处和制止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时，为确保执法公正和破坏承重
结构的认定准确，普陀区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来确定第三方房屋建筑质
量检测机构，委托其开展损坏承重结构的认定和恢复鉴定等工作，城管执法
部门将根据鉴定结果开展执法和结案。

立项依据

依据《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第37号令中
第五条第三款“依据物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损坏房屋承
重结构；擅自改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擅自占用、移装共用设施
设备；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使用人的违法行
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违法行为
实施行政处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坏承重结构的认定原本存在“认定难、发现难、查处难”三难窘境，致使住
宅区内的违法行为逐渐多发，为确保在源头上杜绝破坏承重墙和基础的违法
行为，抓好管控从而在根本上达到治理破坏承重之患。通过制定业主、物业
公司、房管部门各自的职责，规范装修行为和巡查制止和报告机制，做到及
时发现破坏承重结构和基础的违法行为，同时要求物业和辖区内的房管部门
进行及时制止，对不听劝阻的及时报告执法部门会同第三方承重检测机构进
行现场认定和查处。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接到业主、物业公司、房管部门转来的有关投诉和举报后，立即由辖区内
的城管执法部门和第三方房屋专业检测机构共同上门，进行现场查勘来确认
是否存在损坏房屋承重和基础的违法行为。
2、通过现场确认将由城管执法部门向业主立即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如逾期
未自行整改，将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对业主处以相应的罚款。
3、对已经发生的破坏承重墙和基础的违法行为，要求业主立即开展修复、加
固整改行为，所产生的检测费、修复加固费等，一律由损坏承重结构的业主
承担。
4、对拒不修复、加固的行为，除对破坏承重墙的房屋限制交易、还可列入诚
信“黑名单”等行政措施外，确保居民楼内的安全隐患得以排除。
5、解决在破坏承重结构的行为后，职能部门接举报后可能面临认定难、执法
难的问题。

项目总预算（元） 33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30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承重墙鉴定服务费 330000



项目实施计划

1、接到业主、物业公司、房管部门转来的有关投诉和举报后，立即由辖区内
的城管执法部门和第三方房屋专业检测机构共同上门，进行现场查勘来确认
是否存在损坏房屋承重和基础的违法行为。
2、通过现场确认将由城管执法部门向业主立即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如逾期
未自行整改，将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对业主处以相应的罚款。
3、对已经发生的破坏承重墙和基础的违法行为，要求业主立即开展修复、加
固整改行为，所产生的检测费、修复加固费等，一律由损坏承重结构的业主
承担。
4、对拒不修复、加固的行为，除对破坏承重墙的房屋限制交易、还可列入诚
信“黑名单”等行政措施外，确保居民楼内的安全隐患得以排除。
5、解决在破坏承重结构的行为后，职能部门接举报后可能面临认定难、执法
难的问题。

项目总目标

依法及时查处破坏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通过恢复承重结构的整改行为，来
消除投诉件所在住宅区内居民楼的整体安全隐患。通过及时的发现和查处，
彻底杜绝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

年度绩效目标

依法及时查处破坏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通过恢复承重结构的整改行为，来
消除投诉件所在住宅区内居民楼的整体安全隐患。通过及时的发现和查处，
彻底杜绝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

采购信息公开度 公开

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工程进度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承重墙鉴定计划完成率 =100.00%

效果目标
破坏承重墙结构立案率 =100.00%

专业人员鉴定服务水平 高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人员到位率 =100.00%

政策知晓度 =100.00%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拆违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þ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关于落实《贯彻落实十届区委三次全会精神重点推进项目计划安排》的通知，
区拆违办承担五违四必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工作。根据编制的三年行动计
划，2018年将继续作好各类存量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和新建违法建筑的控违工
作。应对领导批示舆情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建筑的快速处置；为推进无违
小区挂牌工作而将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和多媒体制作；为保障五违整治数
据的准确性，做好无证建筑数据 库销项管理核对和分析，做好违建拆除点位面
积的现场核对，聘请第三方评测公司来开展此项工作；用于拆违现场安全区域
的警戒，连续拆违作业现场和重点控违区域的日夜固守，日常街面违建巡查和
小区物业装修巡查而购买第三方巡查队伍。聘请第三方对无证建筑数据库内剩
余点位进行实地检查，并对这些点位进行取证、评价工作。

立项依据

1.《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2.《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3.《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
4.《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5.《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居民对违法建筑治理的满意度。
2.开展住宅小区违建专项整治，提升住宅小区宜居环境。
3.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来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
4.开展成片成规模违建综合整治，为城市发展腾笼换鸟。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加强组织，强化领导，强化对突发事件的协调和处置。
2.构建监控网络，开展对违法建设行为的全方位巡查，做到“及时制止，及时
拆除，及时上报”。
3.违建治理的工作安排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完善方案，确保拆违工作安全
有序顺利实施。
4.营造强大舆论宣传氛围，对拒不整改实施违法建设行为的单位及个人给予曝
光，对违建治理中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5.制定年度计划，严格落实对各街镇的年度考核制度。

项目总预算（元） 5,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4,883,861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拆违辅助人员第三方服务 2400000

重大应急拆违工程款 1000000

正在搭建违建拆违工程款 1000000

拆违设计宣传服务费 155000

全年拆违跟拍及宣传片制作 200000

第三方无证点位复核以及数据库销项 495000

无证建筑排摸、取证、评价服务 4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1.完成市、区下达的年度拆违任务。
2.继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其中桃浦、长征两镇的拆违事项仍由镇政府管辖，
区拆违办加强监督和指导。
3.各街道的年度拆违经费按实际推进计划，分别向区财政提出各自的年度拆违
经费申请，区拆违办加强监督和指导。
4.区拆违办通过公开招标来确定专项拆违施工的单位，开展全区性具有重大影
响和应急拆违项目的实施。

项目总目标

1.完成市、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年度拆违任务。
2.新增违建“零增长”，坚决做到“无增减存”。
3.开展存量违建专项治理，快速降低违建点位数。
4.开展普查数据平台“拆一件、销一项、存一档”目标管理。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2018年市、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年度拆违任务。
2.新增违建“零增长”，坚决做到“无增减存”。
3.开展存量违建专项治理，快速降低违建点位数。
4.开展普查数据平台“拆一件、销一项、存一档”目标管理。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专款专用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00%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拆违计划任务完成率 =100.00%

拆违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0.00

违章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率 =100.00%

违章建筑投诉受理率 =100.00%

受益居民满意度 ≥85.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人员到位率 =100.00%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2019年执法车辆更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þ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根据公务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按满8年或行使20万公里可以报废的标准，
2019年有4辆执法车需要更新报废。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8年的可以更新。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证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依据公务用车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车辆报废更新的规定。办理好相关手
续，并按照政府采购的规定进行购置，做好资金使用监督等工作。

项目总预算（元） 5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车辆更新 560000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完成相关车辆报废更新工作。

项目总目标 2019年完成相关车辆报废更新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2019年完成相关车辆报废更新工作。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执行率真 =100.00%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制度齐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专款专用率 =100.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00%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采购执法车数量 4

采购车辆及时性 及时

采购车辆合格率 =100.00%

效果目标
采购车辆使用率 =100.00%

执法车辆责任区域监察率 =100.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人员到位率 =100.00%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信息安全三级等级保护建设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þ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4/1 结束时间 2020/3/31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法律要求，保障“普陀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业务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为确保对社会舆论造
成影响的执法案件信息、日常派勤信息及专项整治信息等敏感性数据以及执
法人员和执法车辆定位信息不被入侵及外泄。依据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
相关法律规定，对业务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三级的整改建设工
作。具体包括：
       1.网络、安全设备配备，构建网络区域隔离、IPS防护、病毒防护、
网络审计、日志审计、堡垒主机、数据库审计、漏洞扫描、核心网络等系
统；
       2.制定适合等保要求和普陀城管业务系统实际状况的科学规划，安全
等保系统防护部署；应用业务系统的割接、数据库安全策略的调整、网络边
界安全的防护等，确保完成符合信息安全等保三级要求。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第147号令）、
2.《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03]27号）、《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2007]43号）等文
件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政策，保障“普陀区城管执法局业务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业务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普陀区城管执法局
成立了“普陀区执法局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整改建设项目”小组，依
据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相关规定，确保目
前城管系统内部的案件受理系统，案件汇集系统，执法数据采集系统等应用
能安全及高效的运行，确保对社会舆论造成影响的敏感性数据和信息不被非
法入侵及窃取，对目前局内的业务系统运行环境进行了安全风险评估，评估
结果难以支撑上述系统的安全运行，所以对目前的业务信息系统进行等级保
护三级的整改建设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落实质量管理措施包括: 成立质量保证组织管理领导小组和实施小组，
落实监理制度: 确保施工过程质量检测和监督检查工作，确保项目交付成果
满足项目建设的需求。具体包括:
（1） 明确项目实施范围  
（2） 确立项目实施前提条件  
（3） 合理编排项目的实施进度  
（4） 规划项目团队结构、组织项目人员分工和管理  
（5） 落实项目支持服务与质量保证措施  
（7） 严格把控项目变更管理  
（8） 切实制定项目验收要求  

项目总预算（元） 243885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75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1、 网络、安全设备采购； 1820000

2、 安全等保系统防护部署； 150000

3、 等保三级安全测评； 120000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4、 应用系统调整与割接、配合等保测评与
系统优化，信息机房弱电调整

200000

5、二类费用（可研编制费2% 监理费3% 软
测费1.5%）

14885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建设集中在普陀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中心机房内，通过合理组织项目实
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会对业务系统的正常使用产生较大影响。建设完成
后确保城管执法局业务系统用户使用习惯无须做大的调整。
1）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通过自测评和预测评后，发现现有系统的差距和不足，按照等保要
求和普陀城管执法局现有应用系统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实施计划如下：
1、 制定适合等保要求和普陀业务系统实际状况的科学规划； 
2、 建设网络区域隔离、添加各系统边界的IPS防护、病毒防护
3、针对业务访问流量进行网络审计、并主动收集系统应用层面，数据传输层
面，主机系统层面的日志(包含数据库)进行全方位的收集与审计、
4、通过安全手段，做好协防与控制，建立堡垒主机、主动漏洞扫描、核心网
络加固等基础建设，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5、 割接业务系统、调整数据库、调整应用系统、切换网络； 
6、 全部实施整改后，通过第三方测评机构对系统架构进行信息安全等保三
级测评。
2）项目实施地点：普陀区真北路2095号城管执法局中心机房
3)预计本项目建设周期为7个月，预计启动时间为：2019年2月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已有信息化系统进行安全加固及优化，实施完成后，业务信息能够达
到等级保护第三级要求的安全防护能力，业务信息系统能够安全、稳定、高
效运行。防止出现重大经济损失和发生重大社会影响事件。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已有信息化系统进行安全加固及优化，实施完成后，业务信息能够达
到等级保护第三级要求的安全防护能力，业务信息系统能够安全、稳定、高
效运行。防止出现重大经济损失和发生重大社会影响事件。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

采购信息公开度 公开

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工程进度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达到三级等保要求 =100.00%

效果目标
整个系统安全稳定 =100.00%

专业人员鉴定服务水平 高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人员到位率 =100.00%

政策知晓度 =100.00%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普陀城管执法绩效考核管理监管平台升级项目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þ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4/1 结束时间 2020/3/31

项目概况

本项目在普陀城管执法绩效考核管理监管平台项目的技术框架平台上进行升
级，根据上级的要求及普陀城管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关功能的建设
。主要新建及升级勤务双随机工作板块、综合业务管理板块、精细化考核体
系板块、虚拟仿真实训板块、执法全过程板块、数据交互接口开发，以满足
普陀城管业务的需要。

立项依据

1、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2、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城管执法系统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工作意见 沪城管执
[2014]24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
[2015] 58号）
4、《关于加强本市街道、乡镇机关及相关基层单位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的通
知》（沪公局发[2015]57号）
5、市局《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日常执法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沪城管执
[2016] 147号）
6、住建部《关于推行城市管理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的通知》（建督综函
[2016]1号）
7、市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94号）
8、市局《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试行）》的通知（沪城管执〔
2017〕8号）
9、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城管执法精细化工作的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项目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如下：1、满足特大型城市发展，实现精细化管理的
需要；2、落实市城管执法局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需要；3、推进“双
随机一公开”制度，强化日常执法检查的需要；4、推进执法全过程管理，完
善和规范执法透明度。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通过对业务需求分析、功能需求分析、数据和数据库分析、信息安全保障分
析、设备需求分析、软件需求分析，提出来信息安全保障方案和数据管理方
案。
本项目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要达到的目标：可用性、安全性、完整性、抗抵
赖性、可管理性、可审计性。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从物理网络方面做好保障，
建立机房管理安全制度。信息安全措施从网络分段、防病毒系统、访问控制-
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脆弱性扫描与管理系统、系统容灾备份、数据加密
、访问控制等方面入手。

项目总预算（元） 8498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79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18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勤务双随机工作板块 330000

综合业务管理板块 180000

精细化考核体系板块 180000

数据交互接口开发 135000

软件功能性能测评费 248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计划于2019年4月～2019年10月进行项目建设，根据以往的信息化项目建
设经验，整个项目历时六个月。
项目启动： 2019年4月     项目完成：2019年10月
项目调研及采购流程： 2019年4月
系统调研设计：2019年5月
软件设计与开发：2019年5月～8月
系统培训：2019年9月
试运行与完善：2019年9月～10月
系统验收：2019年10月

项目总目标

普陀城管执法绩效考核管理监管平台升级项目以普陀区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和
市局信息化建设规划为指导，通过“集约化”的建设和推进，建立以智能化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核心的普陀城管信息化整体框架。本次项目应用目标主
要包括如下：1、符合市局业务数据接口标准，完成信息化考核项目；2、提
升执法队员业务能力水平，促进城管执法水平；3、推进勤务双随机工作管
理；4、推进执法全过程管理；5、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按时保质完成年度预定目标和资金执行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时效目标 及时

成本目标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100%

质量目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目标 符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符合目标

影响力目标
可持续影响目标 长期应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 便捷、满意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无违建创建办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þ 

开始时间 2019/1/1 结束时间 2020-08-31

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普陀区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普
陀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
从各单位抽调组成，全面负责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推进工作

立项依据

1.《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无违建居村
（街镇）》的通知
2.《普陀区关于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届区
委三次全会精神，通过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进一步增强全社
会防控和治理违法建筑意识，进一步营造治理“五违四必”的社会氛围，不
断加大整治力度，全面遏制违法建设行为，着力形成防控和治理违法建筑长
效机制，有效巩固“五违四必”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成立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
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街镇主要领导为小组成员，负责具
体推进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社区办、拆违办牵头，组建督促
检查、宣传媒体、复核验收、信访维稳、考核问责、执法保障、综合服务、
条块协调等专项工作组，制定工作制度，建立现场办公机制、协调沟通机制
、条块约请机制、跟踪督查机制等，通过工作例会、培训会、现场推进会等
阶段性扎实推进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
各街镇成立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实施本区域综
合整治和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

项目总预算（元） 3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2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1509565.57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无违建居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经费 5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1.完成市、区下达的年度无违建创建任务。

项目总目标 1.完成市、区下达的年度无违建创建任务。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市、区下达的年度无违建创建任务。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专款专用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00%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拆违计划任务完成率 =100.00%

拆违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0.00



效果目标
违章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率 =100.00%

违章建筑投诉受理率 =100.00%

受益居民满意度 ≥85.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人员到位率 =100.00%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执法指挥系统运营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þ    政策补贴类□                      政
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4/1 结束时间 2020/3/31

项目概况

手持执法终端：执法终端作为城管执法工作人员的日常移动执法工具，在其日常执
法工作中非常重要，是保证大队、中队、执法人员的单方、多方对讲、执法情况采
集上传、下发、接收指令等工作的正常开展的终端介质，实现多级调度、执法现场
采集与处理，提高执法工作的效率、规范现场执法工作。为保证队内日常移动执法
需求，需要搭建城管移动执法平台，并配备具备集群呼叫功能的对讲设备，可以实
现单对单或多对多实时对讲、实时调度、现场执法拍照并上传等功能
执法车辆定位：执法车辆是执法队员日常工作的重要交通工具，普陀城管高度重视
执法车辆的日常管理，包括车辆的实时位置、油耗、车况等情况，规范用车即是规
范日常管理工作，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车辆的管理，可以减少甚至杜绝不规范用车的
情况。因此，需实现所有中队共计63辆车的车载定位，设备需支持GPS+北斗双模。
车辆定位平台须实现与市局指挥中心北斗实时监控平台的对接。
执法车载视频监控：普陀城管执法队员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需要利用视频等技术手
段记录执法过程，为执法、取证提供依据。因此，在执法车辆上安装实时监控设
备，可以作为执法人员手持执法终端记录的重要补充，从执法开始即在执法现场全
程的拍摄录像，可在需要调取录像还原执法经过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本次需实现
13辆执法车辆的车载监控。
街面监控：普陀城管所管辖的辖区内，需要对在建工地，违章占道等重点区域进行
视频监管。本次需在普陀区重点执法监管街面新建24个点位的视频监控，实现重点
区域远程监管、取证功能。
4G执法记录仪：远程实时查看执法画面，互相对讲功能。
视频会议系统：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普陀城管大队与各中队距离分散，日常召开例
会、业务培训或紧急会议均需要各分队派代表前往大队完成会议，较为浪费人力和
时间，如需全员参与的大会则存在难以协调会场等问题。而采用视频会议则可以很
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各中队在本地办公场所即可随时参与会议，节省与会人员参会
时的路上交通时间和成本，提高与会率和会议覆盖率，减少并杜绝代表参会后传达
会议精神时可能出现的疏漏和偏差，提高会议效率。因此，为了提高执法指挥管理
效率，需建设大队与中队的视频会议系统。
以上项目所需要的网络支撑费用。

立项依据

《城管执法车辆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接入技术规范》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69号)、
关于开展区级城管执法部门信息化自评估工作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32号)、《上
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推广运用北斗卫星导航设备的通知》（沪城管
【2016】76号文件）和《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视频图像联网共享技术要求
>的通知》（沪城管【2016】140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需求分析可以得知，通过各项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普陀城管在日常
工作中的规范性和工作效率，降低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成本，有效提升日常管理中的
工作方式和手段。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项目前期做好调研工作；
2、采用成熟、先进、灵活、可靠的营运商；
3、为确保原项目的延续性，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选择供应商和服务商；

项目总预算（元） 18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3243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8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185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网络支撑运营费 18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1、需求调研，需求确认
2、建设方案编制及批复、招投标等
3、组织实施
4、验收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整套执法指挥系统进行优化升级以及新建视频会议系统，通过各项信息化技
术手段提升普陀城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有效提升普陀城管在日常工作中的规范性
和工作效率，降低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成本。

年度绩效目标
网络支撑是否符合整套执法指挥系统进行优化升级以及视频会议系统的要求。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

采购信息公开度 公开

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工程进度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系统运行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100.00%

效果目标 系统运行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100.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普陀区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平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þ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4/1 结束时间 2019/7/31

项目概况

普陀城管依据上海市城管执法局的相关要求，在普陀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
积极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工作，目前主要通过车载视频、执法记录仪等
手段实现执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现场记录，但是随着数据的逐步累计和增
加，需要对全过程记录的数据进行管理，实现音视频电子证据与各类执法行
为和文书的自动关联，形成完整的电子证据链。

立项依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关于推行城市管理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的
通知（建督综函[2016]1号）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
（试行）>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8号）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化
装备技术参数与配置标准>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18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城管执法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的通知（沪城管执〔2018〕2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满足国家有关执法全过程记录要求的需要
国办发〔2017〕14号文要求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对行政执法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执法
全过程记录制度要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应当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
式，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要规
范文字记录、推行音像记录、提高信息化水平、强化记录实效。
（2）满足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的规定要求
在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试行）》的通知（沪城管执
〔2017〕8号）中提出了执法全过程记录的相关管理规定。 要求市、区城管
执法部门以及乡镇城管执法机构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
行为时，对执法程序启动、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各
个阶段进行跟踪记录。
《通知》中明确要求：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推进信息化建设、注重记录工
作实效
充分发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数据统计分析、执法监督等工作中的
作用。
《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推行城市管理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的重要意
义，切实落实工作要求，配备相关仪器设备，严格规范记录行为，妥善保管
使用记录信息，确保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有效推行。
（3）标准化大队建设的要求
2014年普陀城管大队将创建“城管标准化大队”，为了更扎实有效推进标准
化大队建设，规范执法程序和行为；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档案工作，完善各
业务台账；细化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提高队员的责任意识，提高队员已发行
政能力，树立城管新形象。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升大队标准化、制度
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从而加强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加强行政执法规
范化建设，加强行政执法效能建设，形成“人人有职责、工作有标准、办事
有程序、绩效有考核、创新有保障”普陀城管大队标准化新局面。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包括：
1.建立部门信息化管理及报送机制：由于本次项目涉及到全大队所有科室、
中队及中队，办公场地分散，涉及面较广、涉及人员较多，因此在各业务科
室、中队设立信息化联络员，统一负责科室（中队）的系统调研、培训、试
运行、正式运行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收集并提交至项目组统一解决。
2.项目例会制度：制定项目例会制度，根据项目不同周期调整例会频率，便
于时刻了解项目进度，保障项目正常开展。
3.对软件供应商项目组的严格要求：要求软件供应商设置的本次项目小组，
项目经理要具备城管系统项目经验，同时要有成员具备丰富的应用开发经
验，对信息化设备的易用性等具有一定的研究。要配置独立的项目文档工程
师。

措施包括：
项目实施的外部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的内部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项目长期运行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包括：
1.建立部门信息化管理及报送机制：由于本次项目涉及到全大队所有科室、
中队及中队，办公场地分散，涉及面较广、涉及人员较多，因此在各业务科
室、中队设立信息化联络员，统一负责科室（中队）的系统调研、培训、试
运行、正式运行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收集并提交至项目组统一解决。
2.项目例会制度：制定项目例会制度，根据项目不同周期调整例会频率，便
于时刻了解项目进度，保障项目正常开展。
3.对软件供应商项目组的严格要求：要求软件供应商设置的本次项目小组，
项目经理要具备城管系统项目经验，同时要有成员具备丰富的应用开发经
验，对信息化设备的易用性等具有一定的研究。要配置独立的项目文档工程
师。

措施包括：
项目实施的外部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的内部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项目长期运行风险及控制措施（1.风险识别、2.控制措施）

项目总预算（元） 10175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53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硬件购置费 325000
600000软件开发费 600000

二类费用 92500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调研及采购流程： 2019年4月 
系统调研设计：2019年4月～2019年5月 
软件设计与开发： 2019年5月～6月 
系统培训：2019年6月
试运行与完善：2019年6月～7月 
系统验收：2019年7月

项目总目标

以“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规范业务流程，加强依法行政，辅助科
学决策”为目标。以普陀区电子政务整体框架为指导，深入推进普陀城管信
息化建设，围绕执法全过程化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建设资源整合、运作顺
畅、信息融合、软硬结合、智能分析的信息化平台，切实解决普陀城管在现
有信息化建设基础上开展工作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升普陀区执法业务精细
化管理的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结合市城管执法局实际情况，依托政务外网和互联网，建设城管执法全过程
记录管理系统，客观、公正、完整地记录执法工作情况和相关证据，与网上
办案、网上督察、网上勤务等业务系统实现数据交互对接，获取执法人员的
办案、督察和勤务信息，实现城管执法全过程数据、语音和图像的实时传输
和记录管理，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同时提供规范的数据接
口，便于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共享。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子系统包含软硬
件，其中硬件主要包括音视频管理的各类服务器、存储设备、安全探针、安
全审计平台等。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率 100%

进度控制性管理 100%

预算和支出的一致性 100%

预算编制科学性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100%

产出目标 完成度目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目标 100%



效果目标
绩效目标

实现城管执法全过程数据、语音和图像的实
时传输和记录管理，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
可回溯管理，同时提供规范的数据接口与平

台对接

影响力目标

项目效益目标
普陀区城管各部门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为
城管各部门间信息的共享和使用提供了一个

统一的平台，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经济效益目标

通过对公共功能的统一建设、集约化投资，
将大大降低对公共模块的重复投资程度，从
而产生隐形的经济效益。节约的成本在70％

以上。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普陀城管执法指挥系统升级改造尾款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þ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手持执法终端：执法终端作为城管执法工作人员的日常移动执法工具，在其日常执
法工作中非常重要，是保证大队、中队、执法人员的单方、多方对讲、执法情况采
集上传、下发、接收指令等工作的正常开展的终端介质，实现多级调度、执法现场
采集与处理，提高执法工作的效率、规范现场执法工作。为保证队内日常移动执法
需求，需要搭建城管移动执法平台，并配备具备集群呼叫功能的对讲设备，可以实
现单对单或多对多实时对讲、实时调度、现场执法拍照并上传等功能
执法车辆定位：执法车辆是执法队员日常工作的重要交通工具，普陀城管高度重视
执法车辆的日常管理，包括车辆的实时位置、油耗、车况等情况，规范用车即是规
范日常管理工作，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车辆的管理，可以减少甚至杜绝不规范用车的
情况。因此，需实现所有中队共计63辆车的车载定位，设备需支持GPS+北斗双模。
车辆定位平台须实现与市局指挥中心北斗实时监控平台的对接。
执法车载视频监控：普陀城管执法队员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需要利用视频等技术手
段记录执法过程，为执法、取证提供依据。因此，在执法车辆上安装实时监控设
备，可以作为执法人员手持执法终端记录的重要补充，从执法开始即在执法现场全
程的拍摄录像，可在需要调取录像还原执法经过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本次需实现
13辆执法车辆的车载监控。
街面监控：普陀城管所管辖的辖区内，需要对在建工地，违章占道等重点区域进行
视频监管。本次需在普陀区重点执法监管街面新建24个点位的视频监控，实现重点
区域远程监管、取证功能。
中队办公区监控：在大队和各中队重点区域安装视频监控，可以提升中队工作区域
的规范执法和取证，为发现异常情况或紧急事件的事后追溯提供手段和依据。本次
需新建10个中队办公重点区域的视频监控，在中队大门、案件处理室等重点区域进
行视频监控。其中案件处理室需带音频功能。
视频会议系统：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普陀城管大队与各中队距离分散，日常召开例
会、业务培训或紧急会议均需要各分队派代表前往大队完成会议，较为浪费人力和
时间，如需全员参与的大会则存在难以协调会场等问题。而采用视频会议则可以很
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各中队在本地办公场所即可随时参与会议，节省与会人员参会
时的路上交通时间和成本，提高与会率和会议覆盖率，减少并杜绝代表参会后传达
会议精神时可能出现的疏漏和偏差，提高会议效率。因此，为了提高执法指挥管理
效率，需建设大队与中队的视频会议系统。

立项依据

《城管执法车辆车载北斗定位终端接入技术规范》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69号)、
关于开展区级城管执法部门信息化自评估工作的通知(沪城管执[2017]32号)、《上
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推广运用北斗卫星导航设备的通知》（沪城管
【2016】76号文件）和《关于印发<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视频图像联网共享技术要
求>的通知》（沪城管【2016】140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需求分析可以得知，通过各项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普陀城管在日常
工作中的规范性和工作效率，降低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成本，有效提升日常管理中的
工作方式和手段。
因此，根据以上需求进行分析整合，将原有的执法指挥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新建一
套视频会议系统非常有必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在设备选型、技术路线等方面采用成熟、先进、灵活、可靠的技术；
2、项目建设前期即组织一支合理、高效的领导小组和实施小组等；
3、建立信息接口标准和规范体系；
4、项目建设前期的规划、论证等工作做深、做透；
5、以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供应商和服务商；
6、引入第三方项目管理和咨询机构，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模式；
7、组织专业团队对整个系统进行运行维护；
8、在项目建设初期即注重内部人员的业务和技术培训，加强自身力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在设备选型、技术路线等方面采用成熟、先进、灵活、可靠的技术；
2、项目建设前期即组织一支合理、高效的领导小组和实施小组等；
3、建立信息接口标准和规范体系；
4、项目建设前期的规划、论证等工作做深、做透；
5、以公开招投标方式选择供应商和服务商；
6、引入第三方项目管理和咨询机构，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模式；
7、组织专业团队对整个系统进行运行维护；
8、在项目建设初期即注重内部人员的业务和技术培训，加强自身力量。

项目总预算（元） 198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9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普陀城管执法指挥系统升级改造 198000

项目实施计划

1、需求调研，需求确认
2、可研报告、建设方案编制及批复、招投标等
3、各平台开发及调试
4、系统部署
5、应用系统上线试运行
6、各应用系统使用培训
7、验收

项目总目标

通过对整套执法指挥系统进行优化升级以及新建视频会议系统，通过各项信息化技
术手段提升普陀城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有效提升普陀城管在日常工作中的规范性
和工作效率，降低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成本。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整套执法指挥系统进行优化升级以及新建视频会议系统，通过各项信息化技
术手段提升普陀城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有效提升普陀城管在日常工作中的规范性
和工作效率，降低日常工作中产生的成本。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采购信息公开度 公开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系统安装及时性 及时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00%

执法指挥系统安装完成率 =100.00%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视频会议系统安装完成率 =100.00%

效果目标

视频会议与现场会议比例 ≥50.00%

执法人员到位及时性 及时

执法人员到位率 =100.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备注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项目名称 共享单车专项整治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þ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þ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通过配备专门的巡查、整治、清运队伍，按照；一定的区域范围、时间频率，
对全区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等乱象开展整治清理工作。

立项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沪府2017第93号）
2.区文明办《关于加强我区共享单车管理的有关情况报告》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一个阶段以来共享单车的无序投放和运作问题成为我区市容环境、交通管理秩序、
文明素质等方面的短板。因此根据市区两级政府的具体工作要求，为切实有效管理
共享单车，充分发挥共享单车优势性能的同时弥补其管理漏洞，有效控制、解决其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本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 明确项目目标范围  
（2） 制定项目具体实施方案
（3） 明确岗位职责
（4） 落实具体管理制度  
（5） 严格监督考核  

项目总预算（元） 3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
行数（元）

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共享单车专项整治 3000000

项目实施计划

一、重点整治区域范围
1、轨交站点周边：轨交3、4号线镇坪路站、曹杨路站；13号线中江路、金沙江路
区域；
2、交通路口：云岭西路中江路、云岭西路丹巴路、白丽路武威路
3、重点商圈：环球港、中环百联、我格广场、芳汇广场、亚新广场及周边区域道
路；
4、商务楼宇：跨采中心、武宁路联合大厦、同普路长征工业园区及周边
二、整治队伍人员配置和职责
根据管理区域面积及相关工作要求，成立一支专业整治队伍，将区级重点整治区域
划分为五个片区，负责按照指定线路巡视区域内道路情况，并开展整治清运。同时
配备一定数量电瓶车和巡视人员，负责发现无序停放违规乱象，并通知整治。停车
场负责相关场内工作。
三、工作时间
每周一至五8点至17点，中午休息1小时，如遇特殊情况，另行安排。

项目总目标

 进一步提升城区精细化管理水平，落实常态长效管控，有效规范共享单车各类乱
象，不断加强共享单车乱停放、违法骑行等问题的综合治理，有效提升街面市容环
境秩序。



年度绩效目标
年内实现街面共享单车有序停放，相关区域市容环境秩序整洁有序。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专款专用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00%

招标过程规范性 规范

项目计划方案的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点位管理到位率 =100.00%

管理标准执行率 =70%

效果目标
重点点位管理成效 =100.00%

考核目标完成率 =100.00%

影响力目标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政策知晓度 =100.00%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