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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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桃浦河-古浪路桥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真如港-武宁
立项依据*： 《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地表水自动站监测技术规范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结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推进全市地表水环境预警监测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监测站派专人负责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监测数据监管，

运维公司参照《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制定维护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 由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岸边站年度运行维护单位根据自动站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围绕持续改善河道水质的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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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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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设备维护和零配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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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为保证监测工作质量，促使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
立项依据*： 环发（2007）56号《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和沪环保计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对监测全过程实施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了保证普陀区环境监测站日常设备的维护和零配件的更新按

计划高质量科学地开展，普陀区环境监测站确定了《2014年程
项目实施计划*： 由办公室会同使用科室对生产厂家进行调研，通过对使用单位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度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按设备总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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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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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工作程序文件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供应商目录完整性 完整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质量 设备维护量 设备总值的10%

质量 设备运行完好率 =100%

质量 质量保证证明取得率 =100%

质量 内审通过率 =100%

时效 设备维护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社会效益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社会效益 上级单位资质认定评审
通过率

100%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完成合同及时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人力资源 站内人员质量管理制度
知晓率

=100%

人力资源 人员培训计划执行度 好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质量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其它 《上海市环境监测项目
考核合格证》持有率

=100%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噪声自动监测站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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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项目用于普陀区二类、三类、四类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点及1
立项依据*： 《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全面整治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提供技术支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监测站选派专人根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负责

对自动监测实施质量监管，运维公司负责设备的正常运行、数
项目实施计划*： 噪声自动监测运维公司根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确保噪声自动监测点设备正常运行、数据及时传输及数据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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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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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机动车尾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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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自2011年起监测站增加了机动车尾气排放浓度监测及冒黑烟目
立项依据*： 《关于开展本市市区两级机动车路检执法工作的通知》（沪环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做好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简易工况法推进工作，进一步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普陀区环境监测站《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

书》和《内务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机动车路检：环境监测站在交警配合下，采用遥感监测与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做好全市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简易工况法推进工作，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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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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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市级重点污染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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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自2010年起国控、市控重点污染源监督监测和在线比对监测任
立项依据*： （1）《2020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完成《2020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监测站年度工作计划；定期召开监测站班子会议、室主任

会议，汇报工作完成情况及解决工作进展中需要协调的问题；
项目实施计划*： 参照 《2020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内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市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内容，按照监测点位、监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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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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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普陀区燃气（油）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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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实施《上海市清洁空
立项依据*： 沪经信节【2018】571号《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关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落实《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 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列入年度重点工作；

2.站各部门明确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时间节点，做好项目中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第二季度完成合同任务量的60%，7月份提交测试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合同规定的120台锅炉烟气监测任务，并出具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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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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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2020年能力建设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普陀区环境监测站始建于1979年，是从事环境监测的公益性科
立项依据*： 《上海市区县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标准》、《2019年度上海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确保2020年度上海市、普陀区各项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列入年度重点工作；

2.成立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时间节点、工作任务量； 
项目实施计划*： 1. 设 备 使 用 部 门 做 好 设 备 选 型 和 市 场 调 研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设备更新与添置，确保年度监测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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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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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监测车辆更新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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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普陀区环境监测站始建于1979年，是从事环境监测的公益性科
立项依据*： 《上海市区县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标准》、《2019年度上海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确保各项环境监测任务的完成。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列入年度重点工作；

2.成立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时间节点、工作任务量； 
项目实施计划*： 1. 车 辆 使 用 部 门 做 好 车 辆 选 型 和 市 场 调 研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车辆更新与添置，确保监测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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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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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类别 新增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12-20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本站委托北京三维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环境监测业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加强本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LIMS系统已经成为本站进行机构管理与监测活动管理的常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运

维商签订年度维护服务合同，规定服务范围、服务内容以及甲
项目实施计划*： R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在合同履行期间，保证LIMS系统稳定运行，按时、有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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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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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项目名称*：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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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为购置各类实验用标准气体、标准样品、标准溶
立项依据*： 根据DB31/387-2018《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 据 DB31/387-2018 《 锅 炉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2020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2020年度普陀区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工作内容，
项目实施计划*： 制定《2020年度环境监测质量控制工作计划》，定期购置标准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确保市、区2020年度环境监测工作计划实施过程中，每一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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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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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质量手册执行度 严格执行

投入管理 运维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报告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时效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

社会效益 重大质量事故控制 =0起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
率

=100%

满意度 普陀居民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有效

信息共享 信息化管理程度 高

其它 与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实验室的环境条件监控
及日常维护情况

清洁、干燥、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