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实施方式

资金类别

采购形式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沙丽燕 填报日期：2020.2.1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员到位率 =100%

应补尽补率 =100%

社区防盗门破损数 0

产出目标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数

社区居民满意度

0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防盗门补贴工作完成率 =1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档案管理规范性

指标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率 =100%

投入和管理目标

有效

规范

（一）继续加强公共安全防范，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二）继续加强平安单位创建，做好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
（三）继续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力争不留死角隐患；
（四）继续加强禁毒与反邪教工作，帮教措施到位有效。

做好社区安全隐患的排除工作，提高社区居民的警惕性和防范力度。

1、按照计划进度完成日常的维护的工作，达到项目质量要求并通过验收，项目计划完成率100%，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2、保证辖区防盗门安装工作正常进行；
3、社区群众满意度85%以上；
4、完善建立长效管理制度、维护保养制度、宣传制度等相关制度建设。

6,070,000.00 6,070,000.00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

（元）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信息化工程□     设备购置及维护□     业务类√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工程及维护类□     基本建设
□

政府采购√      非政府采购□

1、项目背景：街道平安办根据区委区府的工作要求，在区委政法委、区综治办的正确指导下，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统一
领导下，以“创建平安示范社区”为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安全有序。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努力确
保了龙华地区的平安、稳定。
2、项目范围：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做好相关培训工作。拟在2020年对全街道居委干部就平安工作再次进行全员培训，营
造反复学，学会做的良好氛围。继续以创建平安示范社区工作为主线，以星级志愿者制度建立为契机，积极在社区内营造
良好氛围，有效提高居民对公共安全隐患的警惕性和防范力度，提高全民参与率、知晓率。提高社区居民对突发应急事件
的防范、应变和处置能力。确保在辖区内不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恶性案件。进一步加大对人防、技防、物防等“三防
”工作的投入，做好技防设施的补全及维保工作，根据居委申请，增设一批监控设施。针对居代会反映较为强烈的居民区
居住安全问题，完成辖区内30个小区的电子围栏的日常维保、21个小区防盗门的日常维保及20个小区电子监控设备的租赁
、居民区治安守护社会化管理特聘安保人员的管理。确保工程竣工后能投入正常使用及特聘安保队伍的顺利运作。
3、组织架构：本项目预算单位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具体负责本预算项目范围内的组织管理工作。

根据龙华街道2019年平安办总结及2020年工作计划制定。

继续以创建平安示范社区工作为主线，以星级志愿者制度建立为契机，积极在社区内营造良好氛围，有效提高居民对公共
安全隐患的警惕性和防范力度，提高全民参与率、知晓率。提高社区居民对突发应急事件的防范、应变和处置能力。确保
在辖区内不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恶性案件。

本项目预算单位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具体负责本预算项目范围内的组织管理工作。
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社区工作人员为成员。传达了市级相关文件，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职责，将目标任务进行了细化
分解，将居委会工作人员分组，为具体整治工作明确了具体负责人。

陆文龙 沙丽燕

64567241

2020.1.1 2020.12.31

预算单位自行实施□     与其他预算单位联合实施□    委托其他预算部门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向企业或社会组
织购买√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 )

申报单位名称：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龙华街道办事处 (盖章)

平安建设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一般专项（经常性）□   一般专项（非经常性）√    工程类（基本建设）□

基建工程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资产购置项目□    公共服务或管理项目√    机构运行保障□

≥85%

效果目标

有效

消防安全工作完成率

外来人口管理工作完成率

社区平安工作完成及时性

=100%

=100%

及时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实施方式

资金类别

采购形式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效果目标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程燕妮 填报日期：2020.2.1

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影响力目标

人员到位率 =1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有责投诉数 0起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投入和管理目标

直接帮困人数 6000（户）人次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1、对困难家庭开展日常的帮困工作；
2、在每年元旦、春节、五一节、八月节、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开展帮困优抚工作，对相关人员按照有关标准进行帮
困；
3、在新学年开始前，对家庭困难学生进行帮困；
4、对困难家庭的医疗费用进行相应的补助；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保障低收入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升政府社会形象，突出政府对中低收入居民生活的关心
和关爱，维护地区和谐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1、补贴发放6000户次；
2、补贴发放及时；
3、补贴100%应补尽补；
4、小于2起群体事件发生；
5、无有责投诉；
6、受补贴人员满意度达80%以上。

4,800,000.00 4,800,000.00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

（元）

信息化工程□     设备购置及维护□     业务类√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工程及维护类□     基
本建设□

政府采购□     非政府采购√

1、项目背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上海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逐步提高困难家庭的保障水
平，逐步增加各类人群、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让更广大人民群众有获得感，龙华街道紧密结合社区实
际，围绕精准扶贫，对本地区中低收入、困难家庭居民实施帮困，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用于助医、助学、助老、助
困等方面，以推进龙华街道各项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2、项目内容：此项目在本街道已经连续开展13年，经过此项目的开展，增加了本社区治安环境的稳定程度，一定
程度满足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3、项目范围：龙华街道2020年度帮困经费项目覆盖本地区的中低收入、生活困难家庭居民以及有其他困难的居民
。首先确定具体帮困对象，制定帮困项目和标准，确定帮困运作程度及具体操作程序。龙华街道计划2020年度安
排帮困工作经费480万元，用于日常困难家庭的帮困、重要节点期帮困、困难家庭学生的助学、困难家庭的助医、
其他特殊困难补助、特殊灾难、救灾备用金等7大方面，对象主要为龙华街道户籍居民。按照区政府关于加强街道
帮困经费使用管理的要求，结合龙华街道帮困救助工作实际情况，规范使用帮困经费。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9号）；
3、《关于本市社会救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沪民救发[2015]33号）
4、《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试行）》；
5、《徐汇区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实施办法》徐民发〔2016〕39号；
6、《关于在本市开展“救急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沪民救[2017]30号；
帮困经费项目的开展可以初步提高困难家庭的保障水平，增加各类人群、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让更广大
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并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同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1、措施：具体实施过程参照《龙华街道帮困经费使用办法》有关内容，对帮困的对象、标准以及运作程序严格规
范，确保困难群众得到及时的帮助，保障帮困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2、政策文件：
①《龙华街道帮困经费使用办法》
②《徐汇区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实施办法》徐民发〔2016〕39号；
③《关于在本市开展“救急难”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沪民救[2017]30号
3、年度考核：帮困工作开展的情况和结果进行公示，并列入本部门和个人年度目标考核范围。

张军 程燕妮

54121081

2020/1/1 2020/12/31

预算单位自行实施√     与其他预算单位联合实施□    委托其他预算部门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向企业
或社会组织购买□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 )

申报单位名称：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龙华街道办事处                       (盖章)

帮困经费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一般专项（经常性）□   一般专项（非经常性）√    工程类（基本建设）□

基建工程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资产购置项目□    公共服务或管理项目√   机构运行保障□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实施方式

资金类别

采购形式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效果目标

备注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张铭 填报日期：2020.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发放及时率 =100%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群众满意度 =100%

专款专用率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资金使用率 =100%

1.按照徐汇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要求，失独、伤残家庭成员特扶金为每季度发放，每季度第一个月，由服务办递
交经费申请及大额资金经费申请，经由街道主任办公会及街道党工委会议研究通过，并经主管分管、主管领导签字后，方
经街道财务按照每人银行账号打款。
2.独生子女奖励费为每年年底一次性发放，发放人员为社区无业人员，经街道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在劳动网、社
保网及居委会多方审核后，再由服务办递交经费申请及大额资金经费申请，经由街道主任办公会及街道党工委会议研究通
过，并经主管分管、主管领导签字后，方经街道财务按照每人银行账号打款。

确保全面两孩政策在上海市依法有序平稳实施，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保障公民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同时对独生子
女伤残、死亡家庭成员按月发放特扶金确保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社会。

确保政策范围内人群及时获得计划生育奖励费及补助，将政府的关心关爱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公民。

3,200,000.00 3,200,000.00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

（元）

信息化工程□     设备购置及维护□     业务类√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工程及维护类□     基本建设
□

政府采购□     非政府采购√

项目背景：按照国家、上海市及徐汇区卫计委计划生育政策。

(1)《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残联人联合会文件》沪卫计规（2017）2号
(2)《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沪府发（2016）46号
(3)《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及上海市第十四届人代会精神，鼓励公民实行计划生育，保障公民计划生育合法权益，同时对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成员按月发放特扶金确保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社会。

项目实施的制度：项目实施严格按照我区发改委、财政局对于工程类项目操作流程的各项规定。
项目实施的措施：对于预算大于5万的项目，首先由服务办递交经费申请及大额资金经费申请，经由街道主任办公会及街道
党工委会议研究通过，并经主管分管、主管领导签字后，方经街道财务按照每人银行账号打款。

张铭 张铭

54121056

2020.1.1 2020.12.31

预算单位自行实施√     与其他预算单位联合实施□    委托其他预算部门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向企业或社会组
织购买□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 )

申报单位名称：  龙华街道                      (盖章)

独生子女政策性奖励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一般专项（经常性）□   一般专项（非经常性）√     工程类（基本建设）□

基建工程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资产购置项目□    公共服务或管理项目√     机构运行保障□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实施方式

资金类别

采购形式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 )

申报单位名称：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龙华街道办事处                    (盖章)

市容环境社会化管理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一般专项（经常性）□   一般专项（非经常性）■    工程类（基本建设）□

基建工程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资产购置项目□    公共服务或管理项目■    机构运行保障□

杨健 朱祯慧

54121060

2020/1/1 2020/12/31

预算单位自行实施□     与其他预算单位联合实施□    委托其他预算部门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向企业或社会组
织购买■

信息化工程□     设备购置及维护□     业务类■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工程及维护类□     基本建设
□

政府采购■     非政府采购□

1.项目背景：龙华社区辖区面积6.13平方公里，辖区面积大，在建工地多。现有市政道路22条，非市政道路14条。辖区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华烈士陵园和千年古寺龙华寺及滨江公共开放空间，无大型商业网点。有23个居民区，属居民导入社
区。每年有烈士纪念日、龙华庙会、西岸艺术节、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各类节庆活动，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进一步加强市
容环境的常态长效管理。
2.项目范围：除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居住区外，辖区范围市政及非市政道路和公共场所。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
(2)《关于规范本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绿容【2014】68号)
(3)《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4)《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5)《关于鼓励本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沪府办发【2009】46号)
(6)徐汇区发改委批复、徐汇区财政局批复、徐汇区采管办批复、徐汇区政府投资计划等相关文件。

随着徐汇区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市容环境管理工作日益显出重要性,在当前市容环境管理中,流动摊点
、跨门营业、马路市场、“城市牛皮廯”、非机动车乱停车等具体问题的有效整治和管理，一直以来是制约城市市容环境
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难题。为进一步提升城区市容环境面貌，维护和保持良好的公共秩序，加强辖区市容环境的管理力
度，弥补管理力量的不足，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市容环境管理。

项目实施的制度：向区政府采购中心提交《龙华街道市容环境社会化管理服务项目招标要求》，申请公开招标。
项目实施的措施：《上海市徐汇区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和《上海市徐汇区政府采购
项目验收书》的要求，按照合同的约定集中支付。
考核方法：由街道项目实施部门根据服务项目制定《管理考核办法》，组织市容、城管、市民巡访团、社区自愿者进行联
合检查，定时考核。每个服务项目设立一定基数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根据考核结果归还乙方。

=100%

1、安排年度预算。
2、通过区政府采购中心进行公开招标。
3、根据公开招标情况与中标服务商签订年度服务合同。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市容环境社会化管理，有效改善龙华街道辖区跨门经营、无序设摊、擅自占路堆放、非机动车无
序停放等影响市容的行为，保持辖区市容整洁有序，社区居民满意度有明显提高。

1）辖区内无流动摊贩、固定设摊、乱堆物现象。
2）在管理区域内无机动车乱停放现象，道路两侧人行道有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的，各种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机
动车道没有非机动车停放现象。
3）店面立面两侧不得有乱张贴、乱悬挂、乱涂乱刻等现象存在。
4）沿街单位无跨门营业现象，所有单位和商家不得超出门、窗和外墙线设摊、堆物。
5）沿街单位和商店应自备扫帚、垃圾桶、无向店外界面倾倒垃圾现象。
6）沿街店铺和单位严禁乱晾衣物，不得利用行道树、电线杆、路灯杆、道路指示牌等各类设施拉线，晾晒衣物和杂物。

15,371,948.00 15,371,948.00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

（元）

≥四星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投入和管理目标

专款专用率

=100%

专业培训完成率 =100%

市民满意度 ≥85%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率 有效

星级考核达标率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朱祯慧 填报日期：2020.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员到位率

产出目标

停车标线统一率 ≥95%

效果目标

市民投诉数

考核通过率

媒体曝光重大情况

≤5起

≥98%

≤2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资金用途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实施方式

资金类别

采购形式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
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备注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年 )

申报单位名称：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龙华街道办事处              (盖章)

社区精细化管理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一般专项（经常性）□   一般专项（非经常性）■   工程类（基本建设）□

基建工程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资产购置项目□    公共服务或管理项目□    机构运行保障□

杨健 朱祯慧

54121060

2020/1/1 2020/12/31

预算单位自行实施■     与其他预算单位联合实施□    委托其他预算部门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实施□   向企业或社会组
织购买□

信息化工程□     设备购置及维护□     业务类□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工程及维护类□     基本建设■

政府采购■    非政府采购□

项目背景：为进一步提升城区市容面貌，加强环境综合治理，采取工程性措施，包括龙华路、华容路古玩城周边环境综合
改造提升，喜泰路233弄非市政道路环境综合改造提升等项目。

(1)《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3)《关于实施〈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  (沪府发【2004】9号)
(4)徐汇区发改委批复、徐汇区财政局批复、徐汇区采管办批复、徐汇区政府投资计划等相关文件

随着“十三五”建设和西岸文化走廊的打造，龙华已成为区委区政府乃至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点区域，各种大型节庆活动
频繁，对加强社区管理，提高街道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大对城区管理顽症的整治力度，进一步提高城区市容环境面貌
。

项目实施的制度：项目实施严格按照我区发改委、财政局对于工程类项目操作流程的各项规定。
项目实施的措施：对于预算大于100万的项目，应事先取得区发改委批复，再按照政府采购流程进行公开招投标或邀请招投
标。同时，所有项目合同、付款申请单应经财政委派的投资监理审核。项目中委派施工监理，确保施工质量、进度和安全
。对于应集中支付的，不得自行支付。
考核方法：项目结束，支付尾款前收取3%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予以退还。对于50万以下的项目，按照《龙华街道小
额工程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进行操作。

专款专用率

1.每年财政预算下达后，项目计划经街道党工委、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将工程项目概算报区发改委审批。
2.获得批文后，在采购系统中申报，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项目评估和招投标程序。招标结束后确定中标单位，签订相
应施工合同后，召开施工预备会，确定开工日期。
3.施工中委托第三方施工监理单位对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由投资监理单位进行审价。所有程序完毕后支付工程款，
并预留3%工程质保金，一年后如无质量问题再予以退还。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工程性措施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市容境面貌。

进一步提升城区市容面貌，加强环境综合改造提升。

51,275,169.50 27,288,336.50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

（元）

街道设施统一规划率 ≥85%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

产出目标

群众满意度 ≥85%

效果目标

提高市容市貌水平

市民投诉数

提高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朱祯慧 填报日期：2020.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人员到位率

≤5起

=100%

健全

街道零星维修的及时性 及时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安全事故发生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