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沪嘉北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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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沪嘉北养老院（暂名）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4000.3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0864.6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8154.08平方米，地下约2710.58平方米，建筑

共六层。
立项依据*： 普发改投〔2017〕26号    《关于沪嘉北养老院（暂名）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沪嘉北养老院（暂名）项目的建设是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
要；是加快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需要。沪嘉北养老院（暂名）的建设顺应了我国养老事

业发展方向，推动了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健全养老体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成立专门的建设项目公司；2、定期召开项目推进协调会；3、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

度和财务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17年12月31日开工建设，2018年12月30日结构封顶，2020年3月31日竣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3月31日竣工。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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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 竣工验收 一次性通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养老床位 =260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政策知晓度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三源路福利院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7.5 计划完成日

期*：

2021.12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三源路180号，建设规模为13840平方米，建设内容为养老院A楼和养老院
B楼，地上6层、地下1层。

立项依据*： 普发改投[2017]2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完善普陀区配套养老，为社区居民、老龄人口提供可靠的优质服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目前项目已竣工，正在跟进竣工验收程序。

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2020年6月竣工验收合格备案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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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 竣工验收 一次性通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养老床位 408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政策知晓度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真如副中心养老院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5.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0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川路53弄1-4号，建设规模为20746平方米，建设内容为一幢13层养老
院和一幢5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下1层。

立项依据*： 普发改投[2015]4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完善普陀区配套养老，为社区居民、老龄人口提供可靠的优质服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项目实施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已落实，取得产证。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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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 竣工验收 一次性通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养老床位 >450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政策知晓度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桃浦社区H1-6养老院（暂名） 项目类别*： 延续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19年7月30日 计划完成日

期*：

2021年12月30日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金祁新城一期以南，金光商业H1-7地块以西，连亮路以北，占地面积约7080
平方米。养老院总建筑面积8422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五层。

立项依据*： 普发改投〔2018〕47号 《关于桃浦社区H1-6养老院（暂名）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的建设是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需要；是落实市政府要求，完善普陀区养老设施建
设，落实《普陀区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聘请有经验的代建单位进行代建。过程中对项目进行实施监督管理。制定实施有效的项
目节点考核。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7月30日上部结构开工，2019年9月17日主体结构封顶，2019年年底完成二结构砌

筑，2020年3月底完成结构验收，2020年12月底完成外立面装饰和屋面工程施工，2021年
年底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20年12月底完成外立面装饰和屋面工程施工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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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当年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

质量 竣工验收 合格

时效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养老设施的必要性 解决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善我区养
老设施布局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投入结构合理性 100%

其它 项目立项规范性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居家养老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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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服务机构为载体，为需要服务的老年
人，特别是对生活困难、卧床不起的老人提供有偿或低偿的照料服务。

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调整本市养老服务补贴政策的通知（沪民规﹝2018﹞1号）
关于调整本市养老服务补贴标准的通知（沪民规﹝2019﹞2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陀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的通知（普民联﹝2014﹞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日益显现，随着生育率
的降低，家庭规模逐渐变小，年轻成员从生活上来照顾老年父母变得更加困难，空巢
老人、独居老人逐年增加。目前机构养老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量，致使这些老年人情
感慰藉丧失有效来源，生活护理无人顾及，生活质量下降。这种现象与经济发展不相
适应，更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悖。建立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以政府为困难
老人、高龄老人购买服务为契机，大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乃是当前运用社会化方法
推进社会福利事的主要手段。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地方标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季度完成项目指标人数60%以上，第二季度完成项目指标人数80%以上，第三季度
完成项目指标人数90%以上，第四季度完成项目全年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是当今一大社会问题，居家养老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让
更多生活不便、无人照料的老年人得到所需的生活照料，享受到政府的关爱，通过居
家养老服务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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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款专用率 =100%

预算执行率 >90%

区级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居家养老补贴覆盖面 ≥4%

计划执行率 >90%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家庭负担改善度 有效改善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信息沟通有效性 有效

满意度 >8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其他政策性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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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城乡低保、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或是遇上突发事件造成经济困难的家庭，给予适当的救助；在

“春节”等重大节日给困难对象送上节日的问候及慰问品；对本市城乡低保对象资助参加本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按月对符合城市相关救助标准的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 、照料服务、疾病

治疗和殡葬服务等方面保障，解决城乡特困人员突出困难，以满足城乡特困人员基本需求为目标等

。成年孤儿回归社会的补贴等经费。

立项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关于加强和改进本市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沪

府办发〔2015〕1号）、《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沪府发〔2016〕90号）、《

关于调整本市赴安徽农村务农居民中享受定期生活困难补助对象补助标准的通知 》（沪民救发〔

2016〕4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14号）、《关

于实施本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意见》（沪府发〔2016〕109号）等。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保障本市公民的基本生活 ，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避免陷入生存窘

境，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上海市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有关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家庭向街镇提出申请，由街道办事

处、乡镇政府对其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做出审批决定。      

项目实施计划*： 区民政局每月25日前将临时救助金、因病支出型贫困救助金等资金划拨至各街镇，各街镇每月28日

前将经费通过银行发放给对象；在春节前夕，发放一次性慰问金或补贴；根据相关文件通知，由区

民政局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划拨资金；下放户救助根据项目进度，一般于第四季度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发挥各类配套救助政策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

活困难。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或其他社

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 ，给予应急性、过渡

性的救助。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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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共享机制健全性 100%

财务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度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补贴标准达标率 100%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受益人员生活水平改善度 有所改善

受益人员满意度 9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其它 政策知晓率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市民综合帮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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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对困难群体中存在的急、难、愁问题给与及时有效的帮扶，扩大帮困救助覆盖面。

立项依据*：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社区市民综合帮扶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民救发﹝2006﹞

89号）、《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建立社区市民综合帮扶专项资金的通知》（沪民救发
﹝2006﹞10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着力解决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各类救

助政策未能涵盖或涵盖后仍有困难的家庭实行有效救助，缓解困难程度，保障基本
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相关实行办法，由家庭成员提出申请，并向镇级帮扶组织提交有关资料，镇级
帮扶组织进行审核、审批，区帮扶组织对其进行核对、汇总、监督和管理，再上报

上海市民帮困互助基金会。帮扶信息录入市民综合帮扶业务管理系统。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系常规工作，帮扶组织按月受理、审核、审批、发放帮扶金、录入系统。每
月都要实施本项目。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进一步推进帮困救助工作，形成帮困长效机制，协助政府做好社会帮困工作，为本

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缓解困难程度，保障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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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执行度 高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度 高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帮扶金人均数 ≥3000

帮扶人次数 ≥5000

质量 帮扶金发放率 100%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应帮尽帮 =100%

受益人员满意度 ≥9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信息共享情况 健全

定期上报情况 规范

宣传覆盖率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新增养老床位和长者照护之家运营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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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老人福利项目坚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与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普惠与特惠相衔接的养老社
会福利体系。新增养老床位项目是市、区两级实事项目，新建养老床位为老人服务。

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市“十三五”期间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沪
府[2012]105号）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挖掘资源，加强养老机构建设，

完成养老床位“十三五规划”目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主要缓解人口快速老龄化和高龄化的现状，解决区域内养老床位紧张的
矛盾，解决服务资源和供给相对不足的现状，完成市政府实事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通过《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关于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做好有关工作衔接的通知（沪民福发〔2019〕1号）》。
按照养老机构备案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区民政局严格审核并实地查验，对养老机

构进行备案，并上报市民政局。

项目实施计划*： 由于是市政府实事项目，区财政根据市财政补贴进行资金配比，故根据市财政支出时
间确定。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养老床位稳步增加，进一步完善我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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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制度执行性 =100%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补贴发放规范性 规范

补贴公示规范性 规范

资格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格审核规范性 规范

补贴申报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性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新增养老床位 =696张

质量 新增养老床位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新增养老床位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养老床位使用老人满意度 ≥90

经济效益



效果目标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养老机构人员培训情况 定期完成

信息共享情况 良好

养老机构年检考评率 =100%

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养老机构运营考核奖励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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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普陀区养老服务的运营管理，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本区养老机构和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的健康发展，重点针对当前困扰养老机构发展的医疗服务资源少
、服务人员技能弱、运营管理水平低等突出问题，根据我区养老机构通过考核达标、等

级评定、收住普陀户籍老人、护理人员持证情况进行奖补。

立项依据*：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养老机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关于对本市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实施“以奖代补”扶持政策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引导养老机构不断创新管理理念、提升服务水平，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文件精神，通过
实施“以奖代补”扶持政策，支持养老机构大力发展，破解有关瓶颈问题，创新服务管

理方式，提高为老年人服务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定《普陀区养老服务运营考核奖励补贴管理办法》。养老机构在申请扶持资金时，要
对资金的规范使用作出承诺，按设立许可及管理权限分别与市、区县民政部门签订《承

诺书》,每年一次报区民政局备案。对养老机构“以奖代补”扶持资金使用情况，按管
理权限及区域，民政部门每年应至少开展一次检查，或者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养

老机构“以奖代补”扶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年检查或审计面不少于30%，被检查
或审计养老机构由随机抽样产生。

项目实施计划*： 奖补资金的核定、申请及发放由区民政局汇总所辖符合《普陀区养老服务运营考核奖励
补贴管理办法》扶持条件养老机构的奖励补贴额，每季度申请一次，并及时拨付给养老

机构。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支持养老机构创新运作方式，开展医养结合，注重技能提升，走规模经营、品牌发展的
道路，引领提升机构养老整体质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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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补贴发放规范性 规范

补贴公示规范性 规范

资格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格审核规范性 规范

补贴申报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

时效 资金到位及时性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经济效益



效果目标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养老机构积极性 合理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养老设施维护、修缮和更新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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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1.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是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主要指为符

合条件的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日间服务的社区
托养机构。2.老年助餐服务是关系老年人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也是养老服务体系

的重要内容，为满足老年人享受就近、便捷、价廉的助餐服务需求，提升老年助餐
服务水平，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

立项依据*： 1.《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沪府发[2014]28号）、《关于推进本市“十三五”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
实施意见》（沪府办[2016]70号）、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规[2017]4号。2.《关于提升本市老年助餐服务
水平的实施意见》（沪民养老发[2019]6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主要为经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照护等级为三级及以下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
人；以及高龄、独居等行动不便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在他们生活服务圈10-15分钟

路程内建成日间服务照护机构，为其提供日间的社区托养服务，包括开展生活照料
、生活护理、膳食供应、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服务项目。2.为进一步满足本区老

年人对助餐服务的需求，完善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服务网
络，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市民政局负责推进本市日间照护机构的发展，做好行政指导和监督管理。区民政
局严格按照《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管理办法》，推进辖区内日间照护机

构的规划建设，做好行政指导、业务管理等工作。2.根据《关于提升本市老年助餐

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沪民养老发[2019]6号）文件精神，推进助餐场所总体规
划建设，做好政策指导等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1.2020年全区建成16家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2.2020年全区建成15家老年助餐服务

场所。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按照每1.5万-2万人口设置一处的布点要求。至2020年底，区的日间照护服务基
本实现10-15分钟的服务圈，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2.至2020年底，老年助餐服务场所达到66个，进一步合理规划布局，大

力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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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预算执行率 ≥85.00%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产出目标
质量

完成及时率 ≥95.00%

目标完成质量 =100.00%

政策执行廉洁性 =100.00%

补贴标准执行度 =100.00%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日间服务中心服务对象满意率 ≥90.00%

助餐场所服务对象满意率 ≥90.0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其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支内回沪人员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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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对符合支内回沪帮困补助标准的个人给予帮困补助

立项依据*： 沪工总保【2014】60号、《关于调整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为进一步缓解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

的实际生活困难提供了保障，促进社会公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的内容，
凡是符合条件的个人向街镇民政受理窗口提出申请，街镇民政部门

收到材料后交街镇劳动部门复核，后转回受理窗口，由受理窗口根
据复核意见汇总并组织发放，信息录入市民政局的支内回沪网。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系常规工作，帮困补助金按规定每季度发放，即每年1月份、
4月份、7月份和9月份进行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事关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是一项民生工程。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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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度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享受补贴人数 约40500

时效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受益人员生活水平改善度 有所改善

享受补助人员满意度 95%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其它

部门协同程度 四部门协同办理

部门信息共享程度 信息共享无障碍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中央级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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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中央级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转移支付：2019年中央福彩金项目资助未成年救助
项目8万元，市级福彩金2020年市与区财力结算提前下达项目。

立项依据*： 市福彩中心下达中央福彩金资助项目及2020年市区财力结算提前下达预算表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市府实事项目的安排要求和民政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下达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经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局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相关规定和本部门福彩公益金的审批流程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业务科室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度和年度预算，完成2020年项目的经费拨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计划完成当年项目的实际支出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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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补贴发放规范性 规范

补贴公示规范性 规范

资格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格审核规范性 规范

补贴申报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计划执行率 ≥90%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困难群体生活改善度 有所改善

社会满意度 ≥9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其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最低生活保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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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对符合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给予生活救助

立项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
济状况认定标准 》（沪府办发〔2014〕16号）、《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

庭经济状况核对实施细则》 （沪民规〔2019〕4号）、《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
法》 （沪民规〔2019〕7号）、《关于调整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关

于调整本市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通知》等。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保障城市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避免
陷入生存窘境，促进社会公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上海市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有关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家庭向街镇提出申请，街
镇委托市核对中心对该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核对，根据核对报告及家庭实际情况街镇审核

、审批。对享受生活救助的家庭进行公示，信息录入市民政局的救助网。区民政局每月定
时将相关经费划拨至各街镇，各街镇每月定时通过银行将社会补助金发放至各救助对象。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系常规工作，低保金按规定每月发放，即从每年1月份至12月份都要发放低保金。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事关城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保民生、促

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做到应保尽保。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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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度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享受补贴人数 ≥11000

数量 享受补贴家庭数 ≥6000

质量 应保尽保率 ≥95%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受益人员生活水平改善度 有所改善

受益人员满意度 ≥86%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其它

信息共享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结构合理性 合理

宣传覆盖率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项目名称*： 老年综合津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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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对有本市户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发放老年综合津贴，按照65-69岁，每人每
月75元；70-79岁每人每月150元；80-89岁，每人每月180元；90-99岁，每人每月

350元；100岁及以上，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发放。

立项依据*：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

《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民政局是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象资格审定、
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的通知》（沪府发〔2016〕24号）
《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民老工发〔2016〕12号）

项目实施计划*： 做好对本行政区域内对象资格审定、津贴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落实本行政区域内老年综合津贴发放管理的具体工作。做好制度宣传解读、专款
专用、确保综合津贴发放落实到位。

本项目上年度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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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投入管理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补贴发放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补贴公示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资格复审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资格审核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补贴申报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项目管理预算执行率 ≥9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服务质量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其他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其他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