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道路扬尘污染防治
精细化治理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章胜红 联系电话： 52564588-7646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对全区33个重点区域的道路扬尘开展精细化在线监控.2、遇数据接近预
警值时，立即启动应急工作.3.通知相关路段保洁单位立即进行应急保洁工
作。

立项依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每月对全市各区道路扬尘数据进行考核，普陀区2021年道
路道路扬尘数据要达到市局制定的指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专项经费的使用，对普陀区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起到推进的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由污防科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报分管局长审核。分管局长审核同意后，报主
管局长审核。主管局长审核同意后，再使用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遇数据接近预警值时，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通知相关路段保洁单位立即进行
应急保洁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目标：普陀区2021年道路扬尘在线监测数据位于中心城区前4名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98,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98,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道路扬尘在线监控 198,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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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编制完成数 3



产出目标
质量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匹配度 匹配

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完成匹配度 匹配

大气污染减排验收调查任务完成
匹配度

匹配

时效
道路扬尘污染防治调查完成及时
性

及时

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 普陀区空气优良率 0.90

满意度 社会满意度提高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道路减排监测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人力资源 道路扬尘监测员工充足率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地表水水质监测
服务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周超 联系电话： 52564588-7756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全区55条名录内水体、32条自管河道和42
个小微水体开展水质监测

立项依据：
"国家“水十条”、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普陀区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开展区域河道水质监测和调查分析评估，判断区域河道水质状
况及可能的污染原因"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
施：

通过招投标确定服务单位，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
务。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开始招投标前期工作，2月开展招投标，3月开展地表水监
测和相关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目标：完成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1520次水质样品监测、
分析和评估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6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6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6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594,000.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地表水 1,600,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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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资金到位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执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实际完成率 100%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性 及时

环境效益 地表水水质得到进一步控制 控制

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环境宣传教育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王为群 联系电话： 52564588-7615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
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加强面向社会的宣传教
育，积极推进公众有序参与环境事务，努力提升环境文化软实力，为全面推
进环保事业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良好氛围。

"
立项依据：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完成国家政策任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开展全民环境教育活动，利用世界环境日等与环保有关的节日开展形式
多样的社会宣传活动；2、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如：报纸、网络、宣传
手册、宣传画等；3、开展各层次的环保知识培训；4、开展环保十进项目，
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进行宣传教育；5、建立环境教育基
地，提供市民学习实践环保知识的场所

项目实施计划：

1、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2、开展绿色社区创建工作；3、开展学校环
境教育活动，创建国际生态学校、绿色学校、特色项目学校等，参加各类环
保竞赛活动；4、开展巾帼环境友好使者培训活动；5、开展有针对性的各类
环保知识培训活动；6、制作或订购各类环保宣传品。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目标：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8,518.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绿色创建 30,000.00

环境主题 20,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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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管理 实施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绿色学校1所,环境教育基地1处 2

质量 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匹配

时效 宣传片制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目标 环境效益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环境宣传力度 加强

满意度 公众满意率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审批环
节技术评估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邬弘 联系电话： 52564588-7649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
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委托技术评估单位组织技术评估工作（含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评估、建筑玻
璃幕墙光反射影响论证、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抽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
专家评审费）。

立项依据：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工作的通知（沪环保评
【2017】79号）；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办法（试行）》的通知（沪环规【2019】
9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落实项目审批中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分离要求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保证技术评估工作体现科学性和公正性，遵循客观、全面、细致的原则

项目实施计划： 委托技术评估单位组织建设项目技术评估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目标：落实项目审批中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分离要求，规范建设项
目技术评估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4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82,000.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技术评估 450,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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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资金到位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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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目标 质量
玻璃幕墙申报率 =100.00%

玻璃幕墙论证率 =100.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建筑玻璃幕墙光反射影响论证准
确率

>90.00%

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00%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扬尘污染防治监
管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章胜红 联系电话： 52564588-7633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
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指派具有扬尘污染防治经验的人员每个工作日对全区的建筑工地、轨交
工地、道路管线工地、道路大修工地、拆房工地、拆违工地、绿化工地、
居民小区内的房屋修缮工地和二次供水以及消防水源改造工地的扬尘污染
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巡查工作。2、当发现工地存在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未
落实的情况，应立即与工地负责人（项目经理或安全员）联系，当场告知
工地存在的扬尘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3、每个巡查人员将当天巡查发现
的工地扬尘问题报告给汇总统计人员。汇总统计人员将扬尘问题通过“区
扬尘办微信群”，移交给相关职能部门或街道（镇），并做好移交、处置
结果反馈的统计工作。

立项依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每月对全市各区工地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进行考核，普陀
区2021年工地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要达到区委区政府要求的指标。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通过专项经费的使用，对普陀区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起到推进的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
度、措施：

由污防科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报分管局长审核。分管局长审核同意后，报
主管局长审核。主管局长审核同意后，再使用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每个工作日对全区的建筑工地、轨交工地、道路管
线工地、道路大修工地、拆房工地、拆违工地、绿化工地、居民小区内的
房屋修缮工地和二次供水以及消防水源改造工地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开展巡查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
标：

项目总目标：普陀区2021年工地扬尘在线监测数据位于中心城区前4名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
（元）： 1,90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9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
额（元）： 2,1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67,630.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巡检费 1,900,000.00
2021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管理 实施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普陀区2021年工地降尘量年平均值
≤区委区政府考核目标值

≤100%

大气污染减排验收调查任务完成 完成

质量

扬尘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匹配 匹配

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完成匹配度 匹配

大气污染减排验收调查任务完成匹
配度

匹配

时效 扬尘巡查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建筑扬尘工地有效控制 控制

环境效益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5%

满意度 社会满意度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扬尘污染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土壤污染调查治
理审核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章胜红 联系电话： 52564588-7753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
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对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修复方案等备案工作需要组织评审的地块。

立项依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用
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评审规定(试行)〉
的通知》（沪环规〔2019〕11号）规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评审
规定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可参照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评审方式

项目实施计划：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对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修复方案等备案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
标：

项目总目标：初调报告+详调报告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审--2万元/个
。项目年度目标：预估2021年土壤报告30个，共计60万元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5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5,000.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土壤修复评审费 5,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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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管理   实施管理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编制完成数 3

土壤污染防治调查完成数 ≥80家

质量目标 质量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匹配度 匹配

土壤污染防治调查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 81%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土壤修复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人力资源 土壤污染减排监测员工充足率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项目名称：
全区燃油、燃气
锅炉委托监测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联系人： 章胜红 联系电话： 52564588-7633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
服务：

是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实施《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8-2022）》，做好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本区将加快推进中小燃
气（油）锅炉改造工作，对我区中小燃油燃气锅炉开展集中排摸、全面梳
理，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账，为锅炉提标改造工作提供技术
依据。

立项依据：
沪经信节【2018】571号《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关于加快推进
中小燃气（油）锅炉提标改造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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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做好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                                                
3.加快推进中小燃气（油）锅炉提标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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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项目中期和终期检
查。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第二季度完成合同任务量的60%，7月份提交测试报告；第三第四季
度完成合同任务量40%，12月15日前提交测试报告。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
标：

完成全区燃气(油)锅炉改造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
（元）： 360,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
额（元）： 39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90,000.00 
项目资金投入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锅炉烟气监测费 40,000.00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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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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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2000字以内)



产出目标
时效

完成合同及时率 ＞96%

报告交付及时率 ≥98%

效益目标
社会效益 技术标准（规定）达标率 =100%

满意度 社会满意度提高 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全区燃油、燃气锅炉监测长效机
制建立情况

建立

人力资源 监测员工充足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