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普陀区2023年区级单位预算

预算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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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主要职能

   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是普陀区民防办下属事业单位。
   主要职能包括：
   1、 负责本区已建民防工程档案管理，建立和维护工程管理系统。
   2、 负责本区民防工程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业务统计，提高民防工程使用率并负责收取民防工程使用费组织实施本区民防工程的普查。
   3、 协助办里民防工程的拆除、改造审批工作，编制本区民防工程加固改造维修养护年度计划。
   4、 组织实施公用民防工程加固改造维修养护年度计划。
   5、 负责本区公用民防工程的消防安全，防台防汛等使用管理及监督检查。
   6、 负责对本区非公用民防工程使用管理及维护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协助本区民防工程执法检查工作。
   7、 负责办里民防工程的使用备案变更事项，协助办里民防工程验收备案工作。
   8、 承办上级民防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机构设置

   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单位设5个内设机构，包括：所长室 综合事务部  督察部 地下空间管理部 民防工程管理部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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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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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平时：和平时期的简称。指国际或地区既无战争又无明显战争威胁的时期。战时：战争时期的简称。指国际或地区自开始转入
战争状态直至战争结束时期。民防工程：即指人防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防空支行、医疗救护等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
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主体：民防工程中，能满足预定的防护要求，并能体现其主要功能部分。一般指
最后一道密闭门（若无防毒要求时，指防护门）以内部分。主要出入口：指战时主要出入口。战时空袭后，人员或者车辆出入有保障，使
用较方便的出入口。



2023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预算支出总额为2674.49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876.3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674.49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2674.49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876.3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
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执行数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执行数持平。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
下：
    1. “国防支出（类）国防动员（款）人民防空（项）”1353.56万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1086.81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353.56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4.54%。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的增加。
    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865.99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费用。2022
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93.09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865.99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20.30%。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及增
发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69.95元，主要用于职工
的社保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6.55万元，2021年预算安排69.95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50.27%。主要原因是：社保缴费
基数增加，人数增加。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34.97万元，主要用于职工的
职业年金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3.28万元，2022年预算安排34.97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50.21%。主要原因是：社保缴
费基数增加，人数增加。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其他行政事业养老支出（项）”12.51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活动费
。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2.51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61万元，主要用于退休职工的抚恤金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
199.41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61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30.89%。主要原因是：预估数，退休人员年龄逐年增加。
    7.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45.90万元，主要用于职工的社保医疗支出。2022年当年预
算执行数为30.27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45.9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51.64%。主要原因是：社保缴费基数增加，人数增加。
    8.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30.60万元，主要用于职工的公积金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
为18.72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0.6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3.46%。主要原因是：公积金基数增加，人数增加。



2023年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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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4,883 一、国防支出 13,535,607 4,703,179 1,106,692 7,725,736 
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6,744,883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44,211 7,631,231 2,202,980 2,610,000 
2.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459,039 459,039 
3.国有资本经验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306,026 306,026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26,744,883 支出总计 26,744,883 13,099,475 3,309,672 10,335,736 



2023年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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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国防支出 13,535,607 13,535,607 
203 06 国防动员 13,535,607 13,535,607 
203 06 03 人民防空 13,535,607 13,535,607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44,211 12,444,21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834,211 9,834,21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659,920 8,659,9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99,488 699,48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49,744 349,74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5,060 125,060 
208 08 抚恤 2,610,000 2,61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610,000 2,61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59,039 459,039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6,026 306,026 

合计 26,744,883 26,744,883 



2023年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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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国防支出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3 06 国防动员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3 06 03 人民防空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44,211 9,834,211 2,61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834,211 9,834,21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659,920 8,659,9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99,488 699,48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49,744 349,744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5,060 125,060 
208 08 抚恤 2,610,000 2,61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610,000 2,61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59,039 459,039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6,026 306,026 

合计 26,744,883 16,409,147 10,335,736 



2023年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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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6,744,881 一、国防支出 13,535,607 13,535,607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44,211 12,444,211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459,038 459,038 

四、住房保障支出 306,025 306,025 

收入总计 26,744,881 支出总计 26,744,881 26,744,881 



2023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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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国防支出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3 06 国防动员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3 06 03 人民防空 13,535,607 5,809,871 7,725,73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444,211 9,834,211 2,61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9,834,211 9,834,211 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659,920 8,659,920 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99,488 699,488 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49,744 349,744 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25,060 125,060 0 
208 08 抚恤 2,610,000 0 2,61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2,610,000 0 2,61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59,039 459,039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59,039 459,03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06,026 306,02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6,026 306,026 

合计 26,744,883 16,409,147 10,335,736 



2023年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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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单位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2023年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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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单位2023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2023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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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7,475 6,517,475 

301 1 基本工资 742,536 742,536 

301 2 津贴补贴 231,600 231,600 

301 7 绩效工资 3,246,789 3,246,789 

301 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99,488 699,488 

301 9 职业年金缴费 349,744 349,744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59,039 459,039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3,718 43,718 

301 13 住房公积金 306,026 306,026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38,536 438,53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09,672 3,309,672 

302 1 办公费 20,000 20,000 

302 4 手续费 1,000 1,000 



302 05 水费 2,000 2,000 

302 06 电费 64,638 64,638 

302 07 邮电费 25,000 25,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26,000 26,000 

302 11 差旅费 1,000 1,000 

302 14 租赁费 408,692 408,692 

302 16 培训费 1,000 1,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330,000 33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81,899 81,899 

302 29 福利费 2,168,640 2,168,6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79,804 179,804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582,000 6,582,000 

303 2 退休费 6,582,000 6,582,000 

合计 16,409,147 13,099,475 3,309,672 



2023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单位: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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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单位2023年无“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增减变化。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增减变化；公
务车用车运行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增减变化。

     （三）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增减变化。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572.6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3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45.6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01
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9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668.66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单位流动资产9944436.33万元。固定资产492.45万元，其中：房屋785.62平方米。车辆0辆（一般公务用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专用设备2台/套（其中：单价100万元

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其他固定资产若干。长期投资0项0万元。在建工程0项0万元。无形资产1项详细信息1.57万元。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包括公用民防工程维护和299个公用民防工程的日常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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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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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主体
  施工方对成品保护措施和工程保修工作、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抗风险的措施、各单位配合与协调措施。
 四、实施方案
   工作方案：质量目标、进度目标、安全管理目标、环保目标、编制依据、施工条件、施工现场布置。
   实施阶段及内容：拆除工程、乳胶漆施工、金属面油漆施工、管道的油漆和防腐施工、密封胶条施工、化学珠江堵漏施工、电气工程
施工等。
 五、实施周期
  2023年4月-2022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民防工程修缮：145.60万
  民防工程修缮招标代理费：1.00万
  民防工程修缮财务监理费：1.00万
  民防工程修缮工程监理费：4.20万
 七、绩效目标
  总目标：通过维修养护，确保公用民防工程防护效能。
  年度目标：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确保区内公用民防工程随时处于可用状态。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地下空间巡检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44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44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820个地下空间
 

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
 

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因地下空间对社会经济造成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不因地下空间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失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防汛防台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特定目标类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防汛期间安全可控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防汛期间安全可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820个地下空间
 

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
 

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因汛情造成大的财产损失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不因汛情影响社会正常运行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公用民防工程公益化使用改造项目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5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5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公用民防工程公益化使用改造项目

 

 公用民防工程公益化使用改造项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民防工程公益化使用
 

10个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
 

 公益化工程的改造质量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满足社会对民防工程的公益化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社会对民防工程的公益化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数智普陀”-应用场景-智慧民防

子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2764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2764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落实《2022年普陀区推进“一网统管”工作要点》精神，结
合市民防办《关于抓紧对接民防工程安全监管物联设施相关
数据和标准的通知》、《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安全监管物联
设施设计规范》、《上海市民防“一网统管”平台（民防运
行智能监控系统）数据标准》等文件精神，针对地下空间精
细化、动态化、智能化管理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普陀区地
下空间信息化管理水平，实施普陀区人民防空指挥信息化系
统升级及物联传感设备建设。通过项目建设，完成区城运 “
一网统管”平台民防子系统展现，打通地下空间巡检与隐患
处置的协同办理流程，能通过平台给街镇派发隐患处理任
务，能通过街镇的大屏显示处置情况，能将处置结果反馈区
民防办“一网统管”平台;完成与区城运中心和市民防办的业
务数据对接，实现数据同步、隐患通报及处置结果的反馈流
程；使街镇、居委、物业、外聘人员能直接在移动端完成任
务处置并结案，实现在指挥中心大屏的报警处置结果。

落实《2022年普陀区推进“一网统管”工作要点》
精神，结合市民防办《关于抓紧对接民防工程安全
监管物联设施相关数据和标准的通知》、《上海市
公用民防工程安全监管物联设施设计规范》、《上
海市民防“一网统管”平台（民防运行智能监控系
统）数据标准》等文件精神，针对地下空间精细化
、动态化、智能化管理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普陀
区地下空间信息化管理水平，实施普陀区人民防空
指挥信息化系统升级及物联传感设备建设。通过项
目建设，完成区城运 “一网统管”平台民防子系
统展现，打通地下空间巡检与隐患处置的协同办理
流程，能通过平台给街镇派发隐患处理任务，能通
过街镇的大屏显示处置情况，能将处置结果反馈区
民防办“一网统管”平台;完成与区城运中心和市
民防办的业务数据对接，实现数据同步、隐患通报
及处置结果的反馈流程；使街镇、居委、物业、外
聘人员能直接在移动端完成任务处置并结案，实现
在指挥中心大屏的报警处置结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图像感知前端在线率  完成95%

质量指标  物联设施管理平台崩溃率  小于等于1%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社会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生态效益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不涉及 不涉及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公用民防工程消防设施建设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3415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415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公用民防工程消防设施建设

 
  公用民防工程消防设施建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若干公用民防工程消防设施建设  

3个全部完成

质量指标
 

 公用民防工程消防设施建设完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确保人民财产的安全不受损失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社会的安全不受损失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地下空间违规居住清退整治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确保我区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区2820个地下空间的安全工作  

完成任务

质量指标
 

 地下空间安全可控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因汛情造成大的财产损失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不因汛情影响社会正常运行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老旧公用民防工程结构检测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确保1980-1986年建造的老旧公用民防工程安全可控

 
确保1980-1986年建造的老旧公用民防工程安全可
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33个老旧工程  

完成任务

质量指标 安全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公用民防工程服务经济能力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公用民防工程服务社会能力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老旧工程隐患整治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7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7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消除区内地下空间违规居住行为，提升

地下空间管理水平。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消除区内地下空间违规居住行

为，提升地下空间管理水平。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老旧工程隐患整治完成数量  

完成95%以上

质量指标 老旧工程隐患整治完成质量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确保人民财产的安全不受损失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确保社会公共场所不受损失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3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5787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5787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完成55个公用民防工程的养护和所有163个在册公用民防工
程的维修

 完成55个公用民防工程的养护和所有163个在册公
用民防工程的维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55个工程的养护和163个工程

的维修
 

完成任务

质量指标
 

 确保施工质量
 

保质完成

时效指标 2023年全年
 

准时完成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公用民防工程更好为社会经济
服务

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公用民防工程更好为社会服务 完成

生态效益指标 不破坏生态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全年
完成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