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创城专项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党群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2,246,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2,231,134.81 预算执行率（%）： 99.34%

项目年度总目标： 促进城区面貌改善，增强群众创城获得感，提升创建工作水平。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提升小区整体环境，增加群众幸福感

主要问题： 在小区补短板中后续跟进不足

改进措施： 加强后续跟进监管力度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楼道粉刷等补短板 15 14

工作质量 20 20

按时间节点 10 10

效益指标
(35分)

小区环境 35 34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19

合计 100 97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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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第七次人口普查专项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人普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509,003.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1,473,467.19 预算执行率（%）： 97.65%

项目年度总目标： 贯彻落实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要求，完成普查登记工作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明确辖区内建筑物及及居住情况，划分小区入户调查登记

主要问题： 人口信息的普查准确率有待提高

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社区人口的信息更新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入户摸底和登记工作率 20 20

质量考核验收 20 20

按工作时间节点完成 5 5

效益指标
(35分)

社会统计意识 35 35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1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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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一体化达标

补贴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房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4,58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4,580,800.00

预算执行数（元）： 4,579,692.70 预算执行率（%）： 99.99%

项目年度总目标：
贯彻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街道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规范化管
理，提高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提升居民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减少物业服务投诉和矛盾纠
纷。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提高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减少投诉。

主要问题： 考核制度还可进一步优化

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考核制度合理化科学化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
一体化服务考核达标奖

励
15 15

服务态度 15 15

按规定完成 15 15

效益指标
(35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35 34

满意度指标
(20分)

补贴率 20 19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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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服务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7,337,3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8,370,600.00

预算执行数（元）： 7,131,985.36 预算执行率（%）： 97.20%

项目年度总目标：

该项目主要包括片区的运营，主要提供党群服务（两代表一委员接待、社区议事、人民调解、党员活动、劳
模活动、妇女之家、志愿者服务）、综合为老服务（养老顾问、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康复管理）、青少
年服务（亲子教育、3:30课堂）、青年活动（青年创业交流、青年交友）、助残服务、便民服务、社区
食堂、社区事务受理延伸以及网格化管理及平安建设等功能。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为片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指数

主要问题： 档案管理执行情况较为薄弱，项目部分资料未留存

改进措施： 健全完善台账制度加强项目档案管理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服务人次 15 15

片区提供服务质量 15 15

按时完成进度 15 15

效益指标
(35分)

长效管理机制 20 20

片区配套设施 15 15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1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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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公物仓房屋大修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平安办等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979,985.7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1,962,573.80 预算执行率（%）： 99.12%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破旧房屋进行维修，消除安全隐患，维护社区公共部位整洁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对破旧公物仓房屋进行维护维修，对社区公共部位进行维护整修

主要问题： 社区环境改善程度还有所欠缺

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维护维修，提升环境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公物仓维修进度完成 25 25

工作质量 10 10

按时间节点 10 10

效益指标
(35分)

社区环境整洁度 35 34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19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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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就业援助基地补贴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9,281,547.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8,680,502.52 预算执行率（%）： 93.52%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经过认定的在街道就业困难人员进行托底安置，积极安排就业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对符合政策的街道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到岗位就业

主要问题： 每月新进人员和退出组织人员人数无法准确预测，造成全年预算略有偏差

改进措施： 进一步和用人单位沟通，积极推进困难人员就业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社区就业覆盖率 15 15

工作质量 15 15

按时间节点 15 15

效益指标
(35分)

就业率 35 35

满意度指标
(2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1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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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社区安全维护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平安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3,315,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3,115,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3,313,097.53 预算执行率（%）： 99.94%

项目年度总目标： 有效维护社区平安和稳定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2021年度被评为平安社区

主要问题： 社区老年化程度高，社区管理难度大

改进措施： 加大技防、人防力度，针对性开展工作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重大节点工作 20 20

工作质量 10 9

按工作时间节点 10 10

成本核算和审价 5 5

效益指标
(35分)

社区公共安全 35 35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99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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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社区发展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营商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47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8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316,506.58 预算执行率（%）： 93.79%

项目年度总目标： 提高社区发展质量，提升社区发展水平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社区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社区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主要问题： 社区发展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细节，努力提高工作质量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开展宣传、宣讲工作 9 9

工作质量 18 17

按工作时间节点完成 13.5 13.5

成本核算和审价 4.5 4.5

效益指标
(35分)

地区经济水平 17.5 17.5

地区经济发展 17.5 16.5

满意度指标
(20分)

企业居民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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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社区环境整治和建设费用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管理办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5,678,4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5,871,900.00

预算执行数（元）： 5,046,180.37 预算执行率（%）： 88.87%

项目年度总目标：
做好街道城市建设、爱国卫生、社区管理、垃圾分类等地区性、综合性工作；开展各类专业执法工作的群众
监督和社会监督；做好城市更新、拆违等相关工作等。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确保社区环境整洁有序

主要问题： 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

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社区环境整治力度，提升居民满意度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举办爱国卫生月活动 10 10

巩固卫生城区 10 10

健康社区整治 10 10

按进度完成率 15 15

效益指标
(35分)

长效管理制度 20 19

人员到位率 15 14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19

合计 100 97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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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专班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2,396,2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2,262,754.42 预算执行率（%）： 94.43%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疫苗接种点的物资和各类需求进行保障

自评时间： 2022-02-16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对疫苗接种点进行资金保障和物资保障

主要问题： 物资管理和使用程序还需进一步规范

改进措施： 加强管理，梳理流程，规范操作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完成资金补助 25 24

工作质量 10 10

按时间节点 10 10

效益指标
(35分)

防疫屏障 35 34

满意度指标
(20分)

居民满意度 20 20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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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考核达标

奖励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具体实施处（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58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58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1,577,720.97 预算执行率（%）： 99.86%

项目年度总目标：
贯彻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相关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我街道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规范化管理
，提高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提升居民群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减少物业服务投诉和矛盾纠纷。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

主要绩效： 提高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水平，减少投诉

主要问题： 长效管理机制还有待加强

改进措施： 加强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产出指标
(45分)

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一
体化服务考核达标奖励

15 15

服务态度 15 15

完成情况 15 15

效益指标
(35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35 34

满意度指标
(20分)

补贴率 20 19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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