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社区环境整治和建设经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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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环境整治和建设经费
立项依据*：   2020年宜川路街道办事处工作报告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履行街道主要职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计划*：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巩固国家卫生城区，爱国卫生防疫除害，
防台防汛，无偿献血补助，道路小区市容协管等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完成各个条线布置的年度绩效考核细则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661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661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670608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63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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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人员到位率  =100%
生态效益 资源利用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群众满意度 基本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垃圾厢房建设改造工程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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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区垃圾分类垃圾箱房及大件垃圾箱房建设
立项依据*： 根据区减量办要求为深入贯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持续

巩固居住区垃圾分类实效，全区要完成居民区分类垃圾箱房设施设
备建设。同时为提升小区内的整体环境，建设大件垃圾箱房。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垃圾分类达标、示范小区需要垃圾分类箱房建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目标责任书》

项目实施计划*： 5月上会 6月施工 7月竣工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在今年完成全部小区内的垃圾箱房建设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542896 项目当年预算（元）： 654289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80409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8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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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人员到位率  =100%
生态效益 资源利用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群众满意度 基本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公益性组织转制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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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原非正规就业组织从业人员社区就业，“4050”就业困难人员的

工作上岗就业，小区“保安、保洁、保绿、保序”四保人员的安置工
作等。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促进本市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
普陀区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普陀 区公益性
劳动组织转制中的操作口径》等文件。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按照全面转制、人员整体安置、动作依法规范的原则，确保就 业援
助中心从业人员就业稳定，困难群体的就业安置渠道不萎缩，就业
持续稳定。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下发的指标完成目标任务
。

项目实施计划*： 就业援助中心承担公益性岗位开发和困难群体托底安置任务，根据
相关文件补贴，专款专用，保障组织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对每月
工资发放，资金支付做好申请，主要领导签字并上会通过等一系列
的程序。对安置人员成果费的使用做到年初按季制定计划，并年底
接受区审计工作。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继续做好转制后公益性劳动人员的安置工作，维护好现有的困难就
业人员，保障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福利待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3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6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042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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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人员到位率  =100%
生态效益 资源利用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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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完善物业服务考核机制，建立公房和售后房小区分级奖励和奖
励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街道对属地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提高
辖区物业企业服务水平。

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普陀区“满意物业”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通知》（普
府办〔2018〕56号）及区房管局2020年公房和售后房小区、早期
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的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达标考核的奖惩机制，调动物业公司的争优创新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工作认同感，有助于提高小区物业企业的管理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区房管局2020年关于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要求，结合宜
川路街道实际情况制定公房和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
作实施细则，对我辖区内达标奖励小区进行考核，通过分组考核、
分等奖励、奖优罚劣等方式，确保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按上、下半年两次进行考核，奖励资金根据考核情况分上、下半年
两次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建立考核奖励制度，提高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物业管理服
务意识、勇于创新、主动担当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提高物业管理服
务水平。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6608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60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660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66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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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人员到位率  =100%
生态效益 资源利用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群众满意度 基本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宜川路街道办事处
项目名称*： 早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

务考核达标奖励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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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完善物业服务考核机制，建立早期商品房小区分级奖励和奖励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街道对属地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提高辖
区物业企业服务水平。

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办公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普陀区“满意物业”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通知》（普府
办〔2018〕56号）及区房管局2020年公房和售后房小区、早期商品
房和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的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达标考核的奖惩机制，调动物业公司的争优创新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工作认同感，有助于提高小区物业企业的管理水平。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区房管局2020年关于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要求，结合宜
川路街道实际情况制定物业服务考核达标奖励工作实施细则，对我
辖区内达标奖励小区进行考核，通过分组考核、分等奖励、奖优罚
劣等方式，确保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按上、下半年两次进行考核，奖励资金根据考核情况分上、下半年
两次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建立考核奖励制度，提高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物业管理服
务意识、勇于创新、主动担当履行社会责任义务，提高物业管理服
务水平。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6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1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159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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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目标

数量 政策知晓度  =100%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经济效益 人员到位率  =100%
生态效益 资源利用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其它 群众满意度 基本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