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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概述 

为了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保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的正常运

行，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简称“化工区管委会”）委托上海化

学工业区公共事务中心（简称“公共事务中心”），对化工区现场和公共

设施维护管理项目实施公开招标，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物业公司”）为中标单位，与公共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化学工

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承担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工

作。维护范围包括化工区沪杭公路以南、道华路以东、东河路以西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绿化、泵站、河道、海塘、路灯等现场和公

共设施，以及生态园、鹿场、门楼等配套设施。化工区管委会作为主

管部门，负责对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资金的审批和拨

付，负责对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公共事务中心受化工

区管委会的委托，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并与中标单位

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约定的条款。物业公司作为中标单位，是项目的

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负责管理并承担部分项目的

维护工作；通过邀标比价方式，选定作业单位，与各作业单位签订劳

务合同，对各作业单位进行定期质量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拨付维护

资金。2018 年合同总额为 3042.27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已拨付合同

款 2585.93 万元。 

 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2018 年度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

为 84.5 分，评价等级为“良”。项目决策获得 100%的分值，项目管理获

得 70%的分值，项目绩效获得 89.2%的分值。具体指标得分情况，详

见表 3-1 及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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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分析 

1、从项目决策来看，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总体发展规划。 

2、从项目管理来看，但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养护等级和质

量标准，精细化编制项目预算；按照招投标文件，明确工作内容、双

方权利和义务，严格履行合同条款。 

 经验教训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做法 

1、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总体发展规划 

为了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保化工区开发建设期间现场和公共

设施维护管理工作的安全有效开展，化工区管委会依据《上海化学工

业区管理办法》、《上海化学工业区总体发展规划》、《上海化学工业区

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的通知》等文件，

设立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化工区管委会委托公共事务中心

实施公开招标，物业公司为中标单位，与公共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化

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本项目资金来源于化工区专项发展

资金，本项目的资金用途符合《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第四条（一）的相关描述，具体如下：“对化工区内的城市维护及

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予以投入或补偿，不断改善园区投资环境，提升

园区管理能级” 。项目总体目标是完成化工区范围内的沪杭公路以南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泵站、海塘、路灯、绿化等现场和公共

设施的维护工作计划，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提高入驻企业满意度，

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综上，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

总体发展规划。 

2、维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安全运行 

2018 年按计划及时完成了道路、绿化、泵站、海塘、路灯五个大

类的维护管理工作。其中道路项目包括市政道路养护和环卫作业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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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绿化项目包括绿化养护和生态园维护及养殖工作；泵站项目包括

泵站运行维护、河道养护和芦苇清除工作；海塘项目包括 13.3 公里海

塘设施养护、前沿海域水下地形测量及 A2 丁坝灯桩维护工作；路灯项

目包括路灯维护和门楼外墙保洁工作。综上，2018 年各项维护管理工

作有序开展，确保现场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二、存在问题 

1、各子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工作内容差异较大 

评价小组在化工区管理委会的配合下，对物业公司的支出明细和

部分记账凭证进行了核查。经统计，各子项预算测算与实际支出差异

较大。道路子项目预算 523.93 万元，实际支出 957.63 万元，差异率为

82.78%；绿化子项目预算 1938.52 万元，实际支出 939.75 万元，差异

率为-51.52%；泵站子项目预算 360.02 万元，实际支出 447.87 万元，

差异率为 24.40%；路灯子项目预算 73.44 万元，实际支出 225.32 万元，

差异率为 206.80%；海塘子项目预算 146.35 万元，实际支出 339.25 万

元，差异率为 131.80%，各子项目预算未按规定办理调整手续。经调研，

本项目的预算资金申请及批复执行《上海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细

则》相关规定，物业公司的会计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上海

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2、合同双方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条款 

公共事务中心作为购买主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承接主体，

并签订合同。但未制定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未采取相应的质量检查、

验收等措施，对承接主体进行指导和监督，没有督促物业公司上报年

度工作计划并进行审核。 

物业公司作为承接主体，仅对各子项编制了分项工作计划，未汇

总形成年度工作计划，没有上报公共事务中心审核；分项预算调整时，

未按合同要求及时向公共事务中心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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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措施 

1、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养护等级和质量标准，精细化编制项

目预算 

目前，物业公司将合同规定的九个子项目划分为五个维护大类，

分别为道路、绿化、泵站、海塘和路灯，便于对各子项目分组管理和

考核。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并承担部分项目的维护工作，通过邀标比价

方式，选定作业单位，与各作业单位签订劳务合同，由作业单位分工

完成合同约定的作业内容。 

建议物业公司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合同双方在合同内明确公共

设施养护等级和质量标准，完善养护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维护管理

效果。化工区管委会及公共事务中心按照物业公司承担的维护及管理

的实际工作量和作业内容，充分考虑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量的变化

因素，重新核定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工程量，并按照具体设施量的维

护标准及单价，科学化、精细化编制各项目资金预算。适当引入行业

协会或第三方监管力量，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评价的数据支撑，逐步形

成养护经费和作业质量考核相挂钩的合理机制。 

2、按照招投标文件，明确工作内容、双方权利和义务，严格履行

合同条款 

根据招投标文件和维护合同规定中明确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公共

事务中心作为购买主体，应制定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质

量检查、验收等措施，对承接主体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物业公司上

报年度工作计划并进行审核。物业公司作为承接主体，应及时将分项

计划汇总形成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公共事务中心审核，若遇到子项目

实施内容的调整，应及时按程序报备。合同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条

款，加强该项目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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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保区内开发建设期间现场和公共设

施维护管理工作的安全有效开展，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

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关于印

发<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沪财绩〔2016〕18 号）等文件要求，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受化工区管委会委托，对 2018 年度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

管理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为保障绩效评价工作的科学、客观和公正，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

定了详细的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在调查问卷、访谈、数据分析、专家

咨询等工作的基础上形成本评价报告。本评价报告首先介绍了项目的

基本情况、实施情况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再分别从项目决策、项目

管理和项目绩效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项目的绩效状况；最后分析了项

目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项目的改进措施。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立项背景和目的 

上海化学工业区位于杭州湾北岸，是专业性极强的石油化工生产

基地，属于有毒有害、防火防爆的高危区域，目前尚处于基本建设和

生产运营并行的开发阶段。化工区规划面积 29.4 平方公里，现有德国

巴斯夫、德国科思创、美国亨斯迈等跨国公司以及法国苏伊士集团、

荷兰孚宝、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等世界著名公用工程公司落户区内，而

园区内地上地下管线复杂，潜在危险源众多，致使现场和公共设施养

护管理任务繁重，内容庞杂。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全面提高市容环境维护水平、加快城市



 

6 

 

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工作”的精神，根据《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办

法》(沪府令第 67 号)、《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

工作的指导意见》（沪府〔2013〕84 号）文件要求，上海化工区积极响

应，规范公共设施养护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园区道路、绿化、泵站、

河道、海塘、路灯、生态园等进行市场化养护作业。上海化工区管委

会委托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事务中心，对园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

理项目实施公开招标，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

与公共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 

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物业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 月，伴随着上海化工区开发建设跨越式的发展而成长，业务不断

拓展，规模逐年壮大，各项经济指标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自成立以

来，物业公司就承担了化工区内道路、绿化、泵站、河道、海塘、路

灯等现场和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熟悉化工区公共设施配套情况。

经过十五年的探索与发展，物业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

模式，针对化工区的特殊环境及背景条件，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方案和

质量保证体系，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和考核，提高现场和公共设施维

护管理质量，发挥维护管理的最佳效能。 

项目立项依据如下： 

1、《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办法》(沪府令第 67 号)                                                                                                                                                                                                                                             

2、《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工作的指导意

见》（沪府〔2013〕84 号） 

3、《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财综〔2014〕96 号） 

4、《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的通知》（沪化物〔2012〕21 号） 

5、《上海化学工业区总体发展规划》（计产业〔2002〕282 号） 

6、《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 

7、《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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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标通知书》 

（二）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同总额为 3042.27 万元，全

部资金来源于市级财政资金，纳入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预算。按照合

同规定，2018 年 7 月 9 日化工区管委会向公共事务中心拨付合同金额

的 50%，2018 年 12 月 3 日向公共事务中心拨付合同金额的 35%，2018

年 9 月 14 日公共事务中心向物业公司拨款 1521.13 万元（合同金额的

50%），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共事务中心向物业公司拨款 1064.79 万元

（合同金额的 35%）。预算安排及资金拨付情况如下： 

表 1-1 2018 年度预算测算情况表 

序号 子项目 测算金额（万元） 

1 市政道路               259.73  

2 环卫作业               264.20  

3 绿化             1,896.10  

4 泵站               342.07  

5 河道                17.96  

6 海塘               146.35  

7 路灯                67.64  

8 生态园及养殖                42.42  

9 门楼                 5.80  

合计 3,042.27 

表 1-2 2018 年经费拨付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内容 合同金额 计划拨款 实际到位 到位率 备注 

1 
合同金额的首付款

（3042.27*50%） 
3042.27 1,521.14 1,521.14 100% 

2018 年 9 月 14

日由公共事务

中心拨款至物

业公司 

2 
合同第二笔款

（3042.27*35%） 
3042.27 1,064.79 1,064.79 100% 

2018年12月13

日由公共事务

中心拨款至物

业公司 

合计 -- 2,585.93 2,585.93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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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8 年实际支出与经费测算对比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维护大类 合同测算数 实际使用数 差异率（%） 说明 

道路 523.93 957.63 82.78% 
道路费用包括市政道路和环卫作业

子项目 

绿化 1,938.52 939.75 -51.52% 
绿化费用包括绿化和生态园及养殖

子项目 

泵站 360.02 447.87 24.40% 泵站费用包括泵站和河道子项目 

路灯 73.44 225.32 206.80% 路灯项目包括路灯和门楼子项目 

海塘 146.35 339.25 131.80% 海塘费用仅包括海塘子项目 

合计 3,042.27 2,909.82 -4.35% -- 

2、资金申请与拨付流程 

 

 

 

 

 

 

 

 

 

 

 

 

图 1-1 资金申请与拨付流程图 

（三）实施情况 

1、项目范围 

上海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范围包括： 

（1）上海化学工业区沪杭公路以南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

泵站、河道、海塘、路灯、绿化等现场公共设施； 

化工区管委会审批

化工区发展公司审核

化工区公共事务中心审核

申请

上报

拨款

拨款

化工区物业公司填写专项发展资金申请表和资金拨
款单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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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化工区内生态园、鹿场、门楼及霓虹灯等配套设施。 

2、项目内容  

（1）道路养护：包括道路小修、雨水管清淤等定额养护内容；  

（2）环卫作业：每天一次车行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人工及

机械清扫（按定额规定道路范围的面积计算）； 

（3）绿化养护：区内草坪、绿篱、苗木、水生植物等的日常养护；

对未开发土地约 15 万平方米芦苇清除及处臵； 

（4）泵站运行维护：东、西两个泵站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

仪器、仪表的更换及维修； 

（5）河道养护：24.3 公里河道（陆上、水上）巡查、养护，警示

标语、桩号等的标写，漂浮物的打捞，污染物的前期处理等；  

（6）海塘养护：13.3 公里海塘及附属设施养护；一年一次前沿海

域水下地形、固定断面、沉降测量；A2 丁坝航标灯的日常维护等； 

（7）路灯维护：2000 杆路灯除 LED 灯具外的其他供变电和控制

系统、管线、杆具的运行、维护；与区内相关企业签订借用电协议，

抄录计算用电量、收取电费发票、垫付用电费等，亮灯率达到 98%。

其中路灯电费每半年汇总后向管委会按实结算； 

（8）生态园、鹿场的维护、养殖； 

（9）门楼保洁：每年两座门楼的外墙保洁及照明维修。 

3、项目期限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4、实施情况 

由于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内容较多，物业公司将合同规定

的九个子项目划分为五个维护大类，分别为道路、绿化、泵站、海塘

和路灯，便于对各子项目分组管理和考核，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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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8 年实施情况表 
序

号 

维护

大类 
子项目 维护范围 实施情况 依据文件 

1 道路 

市政道路 路面小修、雨水管清淤 按养护计划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程》 

环卫作业 

区内 44.62 万㎡车行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的人工清扫 

每天清扫一次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

保洁服务管理办法》 

《道路和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

设施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 

2 绿化 

绿化 

48 万㎡混合型草坪养

护 

按三级养护标准

作业 《园林绿化植物栽植技术规程》 

《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 

《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 

《绿化种植土壤》 

130 万㎡草坪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苗木、绿篱、花球养护 按标准作业 

生态园及养殖 
生态园维护，鹿场、鸽

棚养殖 

按计划维护及养

殖 

3 泵站 

泵站 

东、西两个泵站的设

施、设备的运行、维护 
按养护计划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 

《上海市水闸管理办法》 

《上海市水闸技术管理规定》 

《上海市水闸运行养护基本条

件规定》 

《上海市防汛上海市防汛防台

应急响应范》 

泵站的仪器、仪表的更

换和维修 

按计划更换及维

修 

河道 
24.3 公里河道（陆上、

水上））的养护 

按养护规范进行

巡视，标识、警

令、桩号等的标

写、护坡勾缝、

漂浮物的打捞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 

《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技术规

程》 
芦苇清除 

每年清除约 15 万㎡芦

苇 

按化工区消防要

求，每年清除 

4 海塘 海塘养护 

13.3 公里海塘设施养

护 
按养护计划 

《上海市海塘管理办法》 

《上海市滩涂管理条例》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

规程》 

《工程测量规范》 

前沿海域水下地形测

量 
一年一次 

A2 丁坝灯桩维护 按维护计划 

5 路灯 

路灯 
2000 杆路灯及开关箱、

箱变的运行、维护等 
亮灯率达到 98%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 

《GB7000.5-2005》道路与街路

照明灯具安全要求 

《GB19510.1》灯的控制装臵第

1 部份：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变压器类设备管理规定》等 

门楼 
两座门楼外墙保洁、门

楼照明维护 

按计划实施保洁

和维护 
-- 

（四）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 

（1）预算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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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区管委会作为预算主管部门，负责对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

维护管理项目资金的审批和拨付，负责对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和考核。 

（2）项目购买主体 

公共事务中心作为项目购买主体，受化工区管委会的委托，负责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并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负责审

核物业公司上报的工作计划，对维护管理工作实施监督，并按约定支

付合同款。 

发展公司和企业发展公司作为物业公司的上级单位，负责审核物

业公司的申报资料，并提出修改建议。 

（3）项目承接主体 

物业公司作为项目承接主体（中标单位），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

管理；负责管理并承担部分项目的维护工作；通过邀标比价方式，选

定作业单位，与各作业单位签订劳务合同；负责对各作业单位进行定

期质量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拨付维护资金。 

2、实施流程 

化工区管委会

委托公共事务中心负责公开招标，选取中标

单位，负责总体实施情况的监督

公共事务中心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签订维

护合同，审核维护计划，监督考核

物业公司

作为中标单位接受委托，负责具体维护和管

理，履行合同约定，编制并上报维护计划

 

图 1-2 项目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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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制度 

（1）各子项养护方案及技术措施 

（2）各子项质量、安全文明、应急预案管理体系和保证措施 

安全保证措施 

（五）绩效目标 

1、项目总目标 

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保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2、年度目标 

完成上海化学工业区沪杭公路以南、道华路以东、东河路以西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绿化、泵站、河道、海塘、路灯等现场和公

共设施，以及生态园、鹿场、门楼等配套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改善

化工区投资环境，提高入驻企业满意度，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的安全

运行。 

（1）产出目标 

表 1-5 产出目标表 

数量目标 目标标杆值 目标值依据 

服务项目

完成率 

完成道路

维护管理 

完成市政道路养护计划 44.62 万㎡ 

计划标准和

合同约定 

完成环卫作业计划 44.62 万㎡ 

完成绿化

养护 

完成三级绿地养护计划 48 万㎡ 

完成三级以下绿地养护计划 130 万㎡ 

完成其他绿化养护计划 1 批 

完成生态园维护计划 1 个 

完成鹿场养殖计划 1 个 

完成泵站

维护 

完成泵站运行及维护计划 2 个 

完成泵站仪器仪表更换及维修计

划 
100% 

完成河道养护计划 24.3Km 

完成芦苇清除工作 1 批 

完成海塘

设施养护 

完成海塘设施养护计划 13.3Km 

完成前沿海域水下地形测量工作 1 次/年 

完成 A2 丁坝灯桩维修计划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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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路灯

维护管理 

完成路灯维护计划 2000 杆 

完成门楼外墙保洁计划 2 座 

完成门楼照明灯维护计划 完成 

质量目标 目标标杆值 目标值依据 

服务质量

达标率 

道路维护质量达标 
考核得分≥95 分； 

问卷得分≥95% 

计划标准和

合同约定 

绿化养护质量达标 
考核得分≥95 分； 

问卷得分≥95% 

泵站正常运转 95% 

海塘维护质量达标 
考核得分≥95 分； 

问卷得分≥95% 

路灯亮灯达标 98% 

时效目标 目标标杆值 目标值依据 

巡查及时

率 
养护巡查及时性 及时 合同约定 

（2）效益目标 

表 1-6 效益目标表 

效益目标 目标标杆值 目标值依据 

效益目标 

安全隐患引发的重大事故发生数 0 

行业标准 

服务专业性和持续性 ≥95% 

需求满足情况 ≥95% 

相关方满

意度 

服务购买方满意度 ≥95% 

驻区单位满意度 ≥95% 

入驻企业满意度 ≥95% 

3、关于绩效目标的特别说明 

本项目作为购买服务类项目，根据《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

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财综〔2018〕42 号），参考《上海市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2016〕

18 号）指标体系的相关要求，在产出目标中设臵了服务项目完成率、

服务质量达标率和巡查及时率，从数量、质量和时效三方面对项目承

接主体的服务产出进行判断；在效益目标中，为全面了解相关方对服

务承接主体的满意情况，设臵了相关方满意度，包括：服务购买方满

意度、驻区单位满意度和入驻企业满意度，并加大了相关方满意度的

权重。同时，增设了服务专业性和持续性、需求满足情况指标，用以

考察服务项目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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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评价目的 

（1）了解本项目的预算构成，以及资金到位及拨付情况，进而了

解财政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考察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以及依据的充分

性； 

（2）了解和梳理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在本项目中承担的职责，考

察职责划分的明确性、项目开展的规范性。 

（3）了解本项目所提供服务的内容及管理模式，梳理服务项目的

受益对象，从满足服务需求、服务专业性和持续性等方面，考察项目

实施效果。 

（4）通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对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做法

进行总结和提炼，发现亮点和问题，提出建议，为今后的相关政策制

订和项目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2、评价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1〕285 号） 

（2）《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55 号） 

（3）《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  

（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市政府购买服务制

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5〕21 号） 

（5）《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沪财绩〔2016〕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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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关注点 

（1）立项方面 

 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办法》

(沪府令第 67 号)相关规定； 

 立项程序是否规范，立项内容是否体现了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

支持方向和重点。 

（2）管理方面 

1）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依据是否充分，包括数量、标准、程序等。 

2）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财务规定，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用

途；资金的使用是否有明确、合理、充分的依据： 

 考察是否建立并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3）项目管理 

 购买主体如何对项目承接主体进行指导、跟踪和监督；签订的

合同是否完整性，是否有效执行； 

 承接主体是否严格履行合同。 

（3）产出方面 

1）数量 

 是否按合同约定按计划完成了各子项的维护管理工作。 

2）质量 

 各子项维护管理是否达标。 

3）时效 

 承接主体对各子项管理维护的巡查是否及时。 

（4）效益方面 

1）效果 

 因公共设施安全隐患而发生的重大事故降低为零； 

2）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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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购买方、驻区单位、入驻企业满意度是否高于 95%，有效

投诉是否全部得到处臵。 

3）长效管理 

承接主体的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服务是否专业，是否可

持续。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评价前调研，与项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联系，收集相关资料，

政策法规和行业资料，准备评价工作实施阶段所需收集的资料清单。 

2、设计评价指标，编制项目评价方案和相关社会调查方案。 

3、初步征求委托方及项目单位意见，完善指标体系的设臵。 

4、向绩效评价组织方提交评价工作方案，并根据组织方提出意见

进行修订。 

（三）绩效评价原则和方法 

1、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以客观、公正、科学和规范为评价原则，从项目概

况入手，在分析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的背景、目的、内

容、资金使用、管理机制等因素，围绕绩效目标，进行本次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的设计，旨在全面考察该项目的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

绩效，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基础表和社会调查方案，以全面支持绩效

评价工作的开展。 

2、评价方法 

（1）比较法 

通过与计划数值、行业标准等进行比较，算出绩效值。 

（2）因素分析法 

通过列举所有影响效益及资金支出的内外因素，并比较各因素对

项目影响程度，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等。使用因素分析法时，列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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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影响因素应尽可能的多，以使评价的结果更客观。 

（3）公众评判法 

主要包括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项目效果进行评判，得

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3、绩效评价评分标准及评价等级 

绩效评价评分标准是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依

据实际情况参照其他相关标准。 

评价等级分为四级： 

优：得分 90（含）分以上； 

良：得分 75（含）分—90 分； 

合格：得分 60（含）分—75 分； 

不合格：60 分以下。 

（四）数据采集方法和过程 

1、案卷研究和文献检索 

收集与本项目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学习研究。 

2、文件检查 

现场对项目相关文件资料进行检查，并对部分财务数据和凭证、

业务数据等进行真实性核查。 

3、资料收集与数据填报 

通过与实施单位沟通，对项目基本情况、资金情况、实施情况等

进行资料收集，并发放评价小组设计的基础表，对所需数据进行填报。 

4、深入访谈 

评价小组设计访谈提纲，通过与预算单位、实施单位等相关方的

深入访谈，了解其对项目的真实想法与建议。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项目前期，评价小组走访了化工区管委会、化工区公共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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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业公司，了解并收集到包括《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的通知》（沪

化物〔2012〕21 号）、《上海化学工业区总体发展规划》（计产业〔2002〕

282 号）、《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上海化学工业区

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和维护管理费的拨

付情况等在内的文件和资料，在对相关文件和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

础上起草了评价工作方案。 

5 月 4 日向化工区管委会提交了工作方案，于 5 月 8 日进入到评价

实施阶段。评价小组通过走访化工区公共事务中心，了解项目的招标、

合同签订及资金拨付等情况；通过走访物业公司，核查道路、绿化、

泵站、海塘、路灯等项目的台账记录，现场查勘各项维修养护内容的

实施情况，并在化工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全称陪同和配合下，对物业

公司的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为了解受益群体的满意度，

在公共事务中心和物业公司的大力配合下，向化工区管委会、公共事

务中心、驻区单位以及入驻企业共发出 401 份调查问卷；为深入了解

项目的管理情况和实施情况，评价小组深度访谈了物业公司以及 2 家

作业单位相关负责人。通过以上资料和数据的收集，用以支撑评价报

告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提高评价的准确性。 

最后，评价小组根据以上采集到的资料和数据，在对数据进行梳

理、汇总和分析的基础上，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和打分，起草了问卷

调查报告（详见附件 3）和访谈报告（详见附件 4），并进入到总报告

撰写阶段。 

（六）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局限性 

1、本次评价工作所采集台账记录、维护管理计划完成情况及维护

质量达标情况等基础数据，均由评价小组到物业公司及维护现场采集，

未能收到第三方对物业公司的相关监督考核资料。 



 

19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2018 年度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

为 84.5 分，评价等级为“良”。项目决策获得 100%的分值，项目管理获

得 70%的分值，项目绩效获得 89.2%的分值。具体指标得分情况，详

见表 3-1 及附件 5。 

2、主要绩效 

（1）从项目决策来看，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总体发展规划。 

（2）从项目管理来看，但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养护等级和

质量标准，精细化编制项目预算；按照招投标文件，明确工作内容、

双方权利和义务，严格履行合同条款。 

表 3-1 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 
得分 

A 项目决策 
  

 10 10 

 
A1 项目立项 

 
 6 6 

  

A11 项目目标的适

应性 
 1.5 1.5 

  

A12 立项依据的充

分性 
 1.5 1.5 

  

A13 立项程序的规

范性 
 1.5 1.5 

  
A14 公共财政的符

合性 
 1.5 1.5 

 
A2 项目目标 

 
 4 4 

  

A21 绩效目标的合

理性 
 2 2 

  

A22 绩效指标的明

确性 
 2 2 

B 项目管理 
  

 30 21 

 
B1 投入管理 

 
 4.5 4.5 

  
B11 预算执行率  1.5 1.5 

  

B12 预算依据充分

性 
 3 3 

 
B2 财务管理 

 
 5.5 3 

  

B21 资金使用规范

性 
 2 2 

  
B22 会计信息质量  2 0 

  
B23 财务制度的建

立和执行情况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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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 
得分 

 

B3 项目实施 

(购买主体)  
 10 5.5 

  

B31 项目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 
 2 1 

  

B32 项目管理制度

执行的有效性 
 2 1.5 

  

B33 招投标程序规

范性 
 2 1 

  

B34 服务合同的管

理（购买主体） 
 4 2 

 

B4 项目实施 

(承接主体)   
 10 8 

  

B41 服务合同执行

的有效性（承接主

体） 

 5 3 

  

B42 服务项目的组

织和管理 
 5 5 

C 项目绩效 
  

 60 53.5 

 
C1 项目产出 

 
 22 19.1 

  

C11 服务项目完成

率 
 10 10 

   

C111 道路维护管

理项目完成率 
3 3 

   
C112 绿化养护管

理项目完成率 
3 3 

   
C113 泵站维护项

目完成率 
2 2 

   

C114 海塘设施养

护项目完成率 
1 1 

   
C115 路灯维护管

理项目完成率 
1 1 

  

C12 服务质量达标

率 
 10 9.1 

   

C121 道路项目质

量达标情况 
2 2 

   

C122 绿化项目质

量达标情况 
2 1.5 

   

C123 泵站正常运

转率 
2 2 

   

C124 海塘维护质

量达标情况 
2 1.6 

   
C125 路灯亮灯率 2 2 

  C13 巡查及时率  2 2 

 
C2 项目效益 

 
 38 34.4 

  

C21 安全隐患引发

的重大事故情况 
 2 2 

  
C22 服务专业性和

持续性 
 3 3 

  C23 需求满足情况  3 3 

  
C24 相关方满意度  30 26.4 

   

C241 服务购买方

满意度 
8 5.8 

   
C242 驻区单位满

意度 
8 8 

   
C243 入驻企业满

意度 
14 12.6 

得分 100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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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 10 分，综合得分为 10 分。具体情况如下： 

表 3-2 项目决策类指标分析情况表 

指标名称 权重 得分 指标分析 

合计 10 10 -- 

A1 项目立

项 

A11 项目

目标的适

应性 

1.5 1.5 

化工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参与编制区域规划，

制定、修改和组织实施发展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

组织实施开发建设，指导相关单位实施土地前期开发

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规定接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

委托，负责相关行政审批工作，为企业提供指导和服

务；负责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处臵等应急管理工作；协

调海关、检验检疫、外事等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的日

常行政管理；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项目

的实施能够支持购买主体目标的实现。 

本项目中的购买需求是为了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

保化工区开发建设期间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工

作的安全有效开展。购买需求必须、合理和清晰。 

A12 立项

依据的充

分性 

1.5 1.5 

主要立项依据包括：《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办法》、《上

海化学工业区总体发展规划》、《上海化学工业区专

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的

通知》。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按照“改善环境、健全制

度、加强管理”的原则，主要用于支持化工区内市场

机制不能有效配臵资源的基础性、公益性等方面的建

设。本项目的设立符合本市、化工区的发展政策。 

A13 立项

程序的规

范性 

1.5 1.5 

化工区管委会委托公共事务中心，对园区现场和公共

设施维护管理项目实施公开招标，物业公司为中标单

位，与公共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化学工业区公共设施

维护管理合同》。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所

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A14 公共

财政的符

合性 

1.5 1.5 

本项目资金来源于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专项发展资

金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内安排的专项用于化工区建设

发展的补助资金。本项目的资金用途符合《上海化学

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一）的相关

描述，具体如下：“对化工区内的城市维护及管理等

公共服务项目予以投入或补偿，不断改善园区投资环

境，提升园区管理能级。”所有项目内容符合公共财

政的支持方向和重点。 

A2 项目目

标 

A21 绩效

目标的合
2 2 

根据市财政局的要求，在化工区管委会的统一安排

下，本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申报表。总体目标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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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化工区范围内的沪杭公路以南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

的道路、泵站、海塘、路灯、绿化等现场和公共设施

的维护工作计划，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提高入驻企

业满意度，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根据总

体目标和预算支出内容，分类设臵了产出目标和效益

目标，产出目标包括数量目标、质量目标和时效目标。

本项目绩效目标设臵完整，与预算支出密切相关。 

A22 绩效

指标的明

确性 

2 2 

本项目范围包括：一是上海化学工业区沪杭公路以

南、道华路以东、东河路以西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

道路、绿化、泵站、河道、海塘、路灯等现场和公共

设施；二是上海化工区内生态园、鹿场、门楼等配套

设施。由于项目范围及内容繁杂，为了便于管理，物

业公司把项目范围内的所有维护内容归类于道路、绿

化、泵站、海塘和路灯五个维护大类。其中道路和环

卫作业归类于道路项目；绿化和生态园及养殖归类于

绿化项目；泵站和河道归类于泵站项目；路灯和门楼

归类于路灯项目。并按照五个维护大类设臵了产出指

标和效益指标，产出指标包括：服务项目完成率、服

务质量达标率和巡查及时率，涵盖数量、质量和时效

指标。效益指标包括：安全隐患引起的重大事故情况、

服务专业性和持续性、需求满足情况和相关方满意

度。本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绩

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绩效指标目标值与项目

年度计划数相对应。 

2、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类指标权重为 30 分，得分为 21 分。具体情况如下： 

表 3-3  项目管理类指标分析情况表 

指标名称 
权

重 
得分 指标分析 

合计 30 21 -- 

B1 投入管

理 

B11 预算执行

率 
1.5 1.5 

2018 年预算安排（合同总额）3042.27 万元，按照

合同规定，2018 年化工区管委会按计划向公共事务

中心拨付 2585.92 万元(合同金额的 85%)，公共事

务中心实际向物业公司拨款数为 2585.92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85%，详见附件 2 及附件 6。 

B12 预算依据

充分性 
3 3 

本项目按照九个子项目编制预算，分别为市政道

路、环保作业、绿化、泵站、河道、海塘、路灯、

生态园及养殖、门楼。经核查，在招标文件、投标

文件及合同中对各子项的数量及单价予以列示，预

算测算依据充分，详见附件 7《维护管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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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财务管

理 

B21 资金使用

规范性 
2 2 

本项目资金的申请与拨付流程如下：首先由物业公

司填写《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申请表》和

《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拨款单》，向发展

公司提出资金申请，经审核后提交公共事务中心，

由公共事务中心上报化工区管委会审批后拨款至

公共事务中心，再由公共事务中心拨款至物业公

司。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养护经费拨付至具

体作业单位。 

按照合同规定，2018 年 7 月 9 日化工区管委会向公

共事务中心拨付合同金额的 50%，2018 年 12 月 3

日向公共事务中心拨付合同金额的 35%，2018 年 9

月14日公共事务中心向物业公司拨款1521.13万元

（合同金额的 50%），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共事务

中心向物业公司拨款 1064.79 万元（合同金额的

35%）。经核查，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资金的使用符合规定的用途，未发现不合规情

况，详见附件 6。 

B22 会计信息

质量 
2 0 

评价小组对物业公司的支出明细和部分记账凭证

进行了核查，经统计，预算测算与实际支出差异较

大。如道路子项目预算 523.93 万元，实际支出

957.63 万元，差异率为 82.78%；绿化子项目预算

1938.52 万元，实际支出 939.75 万元，差异率为

-51.52%；泵站子项目预算 360.02 万元，实际支出

447.87 万元，差异率为 24.40%；路灯子项目预算

73.44 万元，实际支出 225.32 万元，差异率为

206.80%；海塘子项目预算 146.35 万元，实际支出

339.25 万元，差异率为 131.80%。经分析，部分支

出科目归集方式不够合理，部分支出科目名称设臵

不够准确，扣 2 分。 

B23 财务制度

的建立和执行

情况 

1.5 1 

本项目的预算资金申请及批复执行《上海化工区专

项发展资金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物业公司的会计

核算执行《上海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会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经核查，已制定和执行

的资金管理办法完整，但部分资金核算方式不明

确，扣 0.5 分。 

B3 项目实

施(购买主

体) 

B31 项目管理

制度的健全性 
2 1 

本项目由公共事务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承

接主体，招标文件中对项目的范围、内容及受益对

象均有明确界定；但未形成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

扣 1 分。 

B32 项目管理

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2 1.5 
公共事务中心未采取相应的质量检查、验收等措

施，对承接主体进行指导和监督，扣 0.5 分。 

B33 招投标程

序规范性 
2 1 

经核查，上海化工区管委会于 2016 年 5 月委托公

共事务中心，对园区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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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开招标，物业公司为中标单位，合同截止日

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1 月启动第二次

公开招标工作，2017 年下半年度政府采购程序启动

滞后，扣 0.5 分，2018 年的合同签订时间也延后，

扣 0.5 分。 

B33 服务合同

的管理（购买

主体） 

4 2 

经核查，公共事务中心与物业公司签订了数量完整

的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要素和内容完整合理；但在

服务过程管理和结果考核方面存在瑕疵：公共事务

中心没有督促物业公司上报年度工作计划并进行

审核，扣 0.5 分；未对物业公司的公共设施维护管

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监管，扣 0.5 分；以上问

题均为上年应整改问题，未及时整改，扣 1 分。 

B4 项目实

施(承接主

体) 

B41 服务合同

执行的有效性

（承接主体） 

5 3 

经核查，物业公司在合同执行中存在如下不足：仅

对各子项编制了分项工作计划，未汇总形成年度工

作计划上报公共事务中心审核，扣 0.5 分；分项预

算调整时，未按合同要求向公共事务中心报备，扣

0.5 分；以上问题均为上年应整改问题，未及时整

改，扣 1 分。 

B42 服务项目

的组织和管理 
5 5 

物业公司将合同规定的九个子项目划分为五个维

护大类，分别为道路、绿化、泵站、海塘和路灯，

便于对各子项目分组管理和考核。制定和执行的制

度及相关规定包括：《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各

类操作规范、各子项目管理程序及作业指导书、各

子项目《验收评分表 》。经核查，组织管理机制健

全，服务方案科学合理，服务流程标准高效。 

3、项目绩效 

项目绩效类指标权重为 60 分，得分为 53.5 分。具体情况如下： 

表 3-4  项目绩效类指标分析情况表 

指标名称 
权

重 

得

分 
指标分析 

合计 60   

C1 项目产

出 

C11服务

项 目 完

成率 

C111道路

维护管理

项目完成

率 

3 3 

根据合同约定及物业公司的台账记录，2018

年按计划完成路面小修、雨水管清淤等工作；

完成化工区内 44.62 万平方米的车行道、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的机械和人工清扫工作。 

C112绿化

养护管理

项目完成

率 

3 3 

根据合同约定及物业公司的台账记录，2018

年按计划完成 48 万平方米三级绿地养护工

作；完成 130 万平方米三级以下绿地养护工

作；完成合同规定的苗木、绿篱、花球养护

工作；经现场查看，鹿场养殖工作正常开展。 

C113泵站 2 2 根据合同约定及物业公司的台账记录，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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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目

完成率 

年按计划完成东、西两个泵站设施、设备运

行、维护工作；完成泵站仪器仪表更换及维

修工作；完成 24.3 公里河道（陆上、水上）

巡视、标识、警令、桩号等的标写，以及护

坡勾缝、漂浮物的打捞及清淤等工作；按化

工区消防要求，按计划完成清除芦苇工作。 

C114海塘

设施养护

项目完成

率 

1 1 

根据合同约定及物业公司的台账记录，2018

年按计划完成 13.3 公里海塘设施养护工作，

包括东部海塘堤顶道路清扫 65600 平方米、

西部海塘堤顶道路清扫 55036 平方米；完成

一年一次 42.7km 前沿海域水下地形测量工

作；完成 A2 丁坝灯桩维护工作。 

C115路灯

维护管理

项目完成

率 

1 1 

根据合同约定及物业公司的台账记录，2018

年按计划完成 2000 杆路灯及开关箱、箱变的

运行维护，以及 513 套投光灯的维护；完成

两座门楼外墙保洁工作；完成 56 盏筒灯的维

护。 

C12服务

质 量 达

标率 

C121道路

项目质量

达标情况 

2 2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未能取得第三方提

供的考核和验收数据，因此该指标根据问卷

调查和物业公司提供的考核结果计算得分。

经统计，受访者对目前化工区环卫作业和市

政道路养护状况满意度的得分率为 95.29%；

根据物业公司对作业单位的考核结果，环卫

作业考核得分为 98.59 分，道路养护考核得

分为 98.71 分，环卫作业和市政道路养护的

考核平均得分为 98.65 分。 

C122绿化

项目质量

达标情况 

2 1.5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未能取得第三方提

供的考核和验收数据，因此该指标根据问卷

调查和物业公司提供的考核结果计算得分。

经统计，受访者对目前化工区绿化养护状况

满意度的得分率为 95.57%；根据物业公司对

作业单位的考核结果，九家作业单位的 2018

年月度考核年平均值为 90.47 分，扣 0.5 分。 

C123泵站

正常运转

率 

2 2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未能取得第三方提

供的考核和验收数据，因此该指标根据泵站

的正常运转情况计算得分。根据物业公司台

账记录统计结果，东西两个泵站正常运转率

为 100%。 

C124海塘

维护质量

达标情况 

2 1.6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未能取得第三方提

供的考核和验收数据，因此该指标根据问卷

调查和物业公司提供的考核结果计算得分。

受访者对目前化工区海塘维护状况的满意度

的得分率为 93.40%，扣 0.2 分；根据物业公

司对作业单位的考核结果，海塘维护季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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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平均得分为 93 分，扣 0.2 分。 

C125路灯

亮灯率 
2 2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小组未能取得第三方提

供的考核和验收数据，因此该指标根据物业

公司台账记录统计结果计算得分，2018 年道

路路灯每日亮灯率的年平均值为 98.6%。 

C13 巡查及时率 2 2 

物业公司按合同要求，加强服务范围内设施

的全覆盖巡逻，对道路实行一日一次巡视检

查，对河道驳岸实行一月一次巡视检查，对

海塘内青坎、内堤坡、外护坡、外护脚、挡

浪墙实施一月三次巡查，对丁、顺坝实行一

年八次巡查，对路灯实行每两天全覆盖巡视。

经抽查，巡查台账记录完整。 

C2 项目效

益 

C21 安全隐患引发的

重大事故情况 
2 2 

据统计，2018 年未发生因公共设施安全隐患

引发的重大事故。 

C22 服务专业性和持

续性 
3 3 

该指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得分。受访者

对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专业性和服务方式的

可持续性满意度的得分率为 95.94%。 

C23 需求满足情况 3 3 

该指标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得分。受访者

对项目在满足化工区整体发展和各单位实际

需求方面满意度的得分率为 95.25%。 

C24相关

方 满 意

度 

C241服务

购买方满

意度 

8 5.8 

该指标根据管委会和公共事务中心的问卷调

查结果计算得分。受访着对化工区包括公共

设施及配套设施等在内的整体投资环境改善

情况的满意度得分率为 89.46%，扣 2.2 分。 

C242驻区

单位满意

度 

8 8 

该指标根据驻区单位问卷调查结果计算得

分。受访者对化工区包括公共设施及配套设

施等在内的整体投资环境改善情况的满意度

得分率为 96.50%。 

C243入驻

企业满意

度 

14 12.6 

该指标根据入驻企业问卷调查结果计算得

分。据统计，受访者对化工区包括公共设施

及配套设施等在内的整体投资环境改善情况

的满意度得分率为 92.95%，扣 1.4 分。 

四、主要经验做法 

1、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总体发展规划 

为了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确保化工区开发建设期间现场和公共

设施维护管理工作的安全有效开展，化工区管委会依据《上海化学工

业区管理办法》、《上海化学工业区总体发展规划》、《上海化学工业区

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方案的通知》等文件，

设立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管理项目。化工区管委会委托公共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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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开招标，物业公司为中标单位，与公共事务中心签订《上海化

学工业区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合同》。本项目资金来源于化工区专项发展

资金，本项目的资金用途符合《上海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办

法》第四条（一）的相关描述，具体如下：“对化工区内的城市维护及

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予以投入或补偿，不断改善园区投资环境，提升

园区管理能级” 。项目总体目标是完成化工区范围内的沪杭公路以南

29.4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泵站、海塘、路灯、绿化等现场和公共

设施的维护工作计划，改善化工区投资环境，提高入驻企业满意度，

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综上，项目目标明确，符合化工区

总体发展规划。 

2、维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确保现场和公共设施安全运行 

2018 年按计划及时完成了道路、绿化、泵站、海塘、路灯五个大

类的维护管理工作。其中道路项目包括市政道路养护和环卫作业等工

作；绿化项目包括绿化养护和生态园维护及养殖工作；泵站项目包括

泵站运行维护、河道养护和芦苇清除工作；海塘项目包括 13.3 公里海

塘设施养护、前沿海域水下地形测量及 A2 丁坝灯桩维护工作；路灯项

目包括路灯维护和门楼外墙保洁工作。综上，2018 年各项维护管理工

作有序开展，确保现场公共设施的安全运行。 

五、存在问题 

1、各子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工作内容差异较大 

评价小组在化工区管理委会的配合下，对物业公司的支出明细和

部分记账凭证进行了核查。经统计，各子项预算测算与实际支出差异

较大。道路子项目预算 523.93 万元，实际支出 957.63 万元，差异率为

82.78%；绿化子项目预算 1938.52 万元，实际支出 939.75 万元，差异

率为-51.52%；泵站子项目预算 360.02 万元，实际支出 447.87 万元，

差异率为 24.40%；路灯子项目预算 73.44 万元，实际支出 225.32 万元，

差异率为 206.80%；海塘子项目预算 146.35 万元，实际支出 339.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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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异率为 131.80%，各子项目预算未按规定办理调整手续。经调研，

本项目的预算资金申请及批复执行《上海化工区专项发展资金管理细

则》相关规定，物业公司的会计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上海

化学工业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2、合同双方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条款 

公共事务中心作为购买主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承接主体，

并签订合同。但未制定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未采取相应的质量检查、

验收等措施，对承接主体进行指导和监督，没有督促物业公司上报年

度工作计划并进行审核。 

物业公司作为承接主体，仅对各子项编制了分项工作计划，未汇

总形成年度工作计划，没有上报公共事务中心审核；分项预算调整时，

未按合同要求及时向公共事务中心报备。 

六、建议措施 

1、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养护等级和质量标准，精细化编制项

目预算 

目前，物业公司将合同规定的九个子项目划分为五个维护大类，

分别为道路、绿化、泵站、海塘和路灯，便于对各子项目分组管理和

考核。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并承担部分项目的维护工作，通过邀标比价

方式，选定作业单位，与各作业单位签订劳务合同，由作业单位分工

完成合同约定的作业内容。 

建议物业公司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合同双方在合同内明确公共

设施养护等级和质量标准，完善养护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维护管理

效果。化工区管委会及公共事务中心按照物业公司承担的维护及管理

的实际工作量和作业内容，充分考虑化工区现场和公共设施量的变化

因素，重新核定现场和公共设施维护工程量，并按照具体设施量的维

护标准及单价，科学化、精细化编制各项目资金预算。适当引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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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或第三方监管力量，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评价的数据支撑，逐步形

成养护经费和作业质量考核相挂钩的合理机制。 

2、按照招投标文件，明确工作内容、双方权利和义务，严格履行

合同条款 

根据招投标文件和维护合同规定中明确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公共

事务中心作为购买主体，应制定完整的业务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质

量检查、验收等措施，对承接主体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物业公司上

报年度工作计划并进行审核。物业公司作为承接主体，应及时将分项

计划汇总形成年度工作计划，上报公共事务中心审核，若遇到子项目

实施内容的调整，应及时按程序报备。合同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条

款，加强该项目日常管理。 

 

 

上海社发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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