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项目名称*：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经常性
项目概况*： 该项目计划对部分公用民防工程实施三年一轮的维护和进行维修维修 。

通过维修养护保证全部公用民防工程战时完好 ，平时可用的目的。

立项依据*： 《上海市民防工程维修养护暂行规定 》（沪民防【2000】87号）
《上海市民防工程维修养护经营招标 （2013）》（沪民防【2013】111
号）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按照《上海市民防工程维修养护暂行规定 》（沪民防【2000】87号）
文件的要求，对全部工程主体结构设备设施能正常运行 ，保证战时能保
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时通过日常维修，保证民防工程平时
发挥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率，做到战时保护人民，平时造福人民。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对纳入全年维护的公用民防工程 ，分段分批实施。项目委托招标代理公
司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实施单位。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全程监控 。特别
对工作质量，工程进度和施工安全把关，确保整个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完
成任务，并做好验收，资料收集和总结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4月 开始招标工作，确定实施单位。5月-10月施工单位组织
施工，完成整个项目的施工任务；11上旬由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 ，并
支付工程余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维修养护,确保公用民防工程防护效能。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9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69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169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5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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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质量 资金到位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工作及时性 及时

影响力目标 其它 人员到位率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项目名称*： 公用民防工程精细化管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一次性
项目概况*： 为落实《上海市人民防空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办发【2018】

14号）中“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完善民防工程的安全防护
措施，研究将视频监控系统、多媒体多功能警报报知系统等安全防护管
理信息系统作为民防工程的配建要素纳入建设管理标准，保证工程内外
的安全防护信息畅通，具备与有关指挥场所信息系统对接的功能。围绕
服务民生、便民利民的目标，在确保安全和防护效能的前提下，最大程

度地发挥好民防工程的社会效益”的工作要求，实施本项目。
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防空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办发【2018】1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公用民防工程原有管理存在着无法达到城市高标准管理的工作要求，也
无法达到满足人民美好向往的要求，通过实施该项目，提升公用民防工
程管理能力，围绕服务民生、便民利民的目标，发挥民防工程社会效益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对纳入该项目的公用民防工程，分段分批实施。项目委托招标代理公司
进行公开招标，确定实施单位。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全程监控。特别对
工作质量，工程进度和施工安全把关，确保整个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完成
任务，并做好验收，资料收集和总结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3月 开始招标工作，确定实施单位。4月-10月施工单位组织
施工，完成整个项目的施工任务；11上旬由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并
支付工程余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公用民防工程作为非机动车库公益化使用的工程
实施改造，实现无人化管理的目标，提升工程社会服务效益和安全管理
能力。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8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57955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4008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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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质量 资金到位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工作及时性 及时

影响力目标 其它 人员到位率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项目名称*： 地下空间违规居住清退整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一次性
项目概况*： 为落实《上海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沪府办【2017】55号令）

中“第十八条禁止行为中（九）在停车库、地下空间违法居住等改变其使用
性质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行为”的工作要求，实施本项目。

立项依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沪府办【2017】55号令）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目前我区地下空间仍有百处左右存在着违规居住的情况，需进行进一步整
治，消除地下空间消防安全隐患。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在项目实施前，确定普陀区地下空间安全隐患清单，交由实施单位负责清
退整治，由其组建一支富有专业清退整治工作经验的队伍对清单内地下空
间进行清退整治，消除安全隐患。通过日常巡检、复查验收确保清单内地
下空间完成整治，且不存在反复情况。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3月 在《上海市2020年物业管理服务及保洁保安绿化养护专项
服务电子集市定点采购中标名单》中确定实施单位。4月-10月完成整个项
目的隐患整治任务；11上旬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消除区内地下空间违规居住行为，提升地下空间管理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12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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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质量 资金到位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工作及时性 及时

影响力目标 其它 人员到位率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项目名称*： 地下空间巡检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经常性
项目概况*： 通过第三方购买服务，聘请具有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能力的公司对普陀区

的地下空间进行日常巡检、信息排查等工作。
立项依据*： 《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安全检查）：市或者

区、县民防办应当定期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上海市地
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督检查管理规定》第十六条（检查频率）：对被确定
为重点检查对象的地下空间，区县民防办每月检查应当不少于2次；对
其他地下空间，每季度检查应当不少于2次。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普陀区地下空间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现有人员无法满足法律规定的巡
检频率要求，故必须聘请第三方队伍，加强巡建队伍力量，对使用状态
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地下空间实施巡检，确保我区地下空间使用安全
可控。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通过普陀区地下空间管理系统派发巡检任务，由巡检单位组建队伍对地
下空间实施巡检后上传巡检记录，确保每个地下空间按法律要求的频次
完成巡检，及时发现隐患。另由项目管理单位通过每月对100个地下空
间实施“双随机、一共开”制度的抽查，对巡检单位工作质量进行检验。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3月 在《上海市2020年物业管理服务及保洁保安绿化养护
专项服务电子集市定点采购中标名单》中确定实施单位。4月-10月完成
整个项目的隐患整治任务；11上旬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提升我区地下空间巡检频次和质量，提升我区地下
空间安全管理能力。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9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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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产出目标 质量 资金到位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工作及时性 及时

影响力目标 其它 人员到位率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应急救援中心

项目名称*： 车库主楼维修及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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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项目绩效

项目概况*： 包括战备物资库改造、消防管道翻新涂刷、自行车库改造、三防门结构补漏。

立项依据*： 使区府主楼地下车库的各项设施设备正常使用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地下车库的正常使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业务部门负责具体项目的跟进，财务部门依据业务部门的概算做预算，工程开始
后，财务部门按合同约定进度申请付款，并在项目完成时，进行审价

项目实施计划*： 1.2019年8-12月报预算
2.2020年1季度开展招投标、签合同等前期工作；支付上一年尾款
3.2020年2季度项目开工，并支付预付款
4.2020年3季度-4季度，工程完工，并支付尾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区府主楼地下车库设施设备运行正常，车库使用正常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7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3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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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职能分离 分离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时效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工程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信息共享 信息反馈率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应急救援中心

项目名称*： 民防场所运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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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项目绩效

项目概况*： 民防场所运行管理费用主要包含教育馆、应急避难场所、指挥所、区
级民防战略物资储备库的运行管理费，运行管理费中包含日常的设备
设施费用、维修费用等。

立项依据*： 普发改委[2016]5号、沪民防指批[2015]3号、普发改投[2015]57号、普
发改投[2015]5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民防场所运行管理费用的使用，社会性质较强，主要用于突发事件的
使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业务部门负责具体项目的跟进，财务部门依据业务部门的概算做预
算，工程开始后，财务部门按合同约定进度申请付款，并在项目完成
时，进行审价。

项目实施计划*： 1.2019年8-12月报预算
2.2020年1季度开展招投标、签合同等前期工作；支付上一年尾款
3.2020年2季度项目开工，并支付预付款
4.2020年3季度-4季度，工程完工，并支付尾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民防场所的正常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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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6972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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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职能分离 分离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时效 完成及时率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工作完成数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服务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信息共享 信息反馈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