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国资中心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化学工业区公

共事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60000.00 540000.00 534,300 10 98.95% 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60,000.00 540,000.00 534,3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充分发挥中心作为专项发展资金项目立项建设“平台”作
用，为各处室和区内“5+1”驻区管理单位（海关、海
事、边防、公安、环监+应急中心）使用化工区专项发展
资金项目提供实施途径，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发挥国资管理“主体”和“平台”作用
两大作用 （1）中心作为“需求主体”，为
园区做好公共配套的项目——包括园区公共设
施维护、海运航标维护以及文件出台前中心作
为主体的共计8个项目，今年安排资金468
1万元，已执行4116万元，余下部分已提
交管委会审批，可全部落实。 为落实审计的
整改要求，中心今年完成了园区绿化养护考核
办法的制定、启动了第三方绿化养护月度考核
、完成了绿化信息系统的建设、现场的土壤调
查监测等工作。 （2）中心作为“平台主体
”（或立项主体），落实好专项发展资金投资
项目的政府采购、形成资产管理工作（包括公
安的“智慧公安”、医疗中心的“智慧医疗”
、海关的“电子标签”等25个项目（包括：
智慧园区项目17项（其中12项为分年度作
为政府购买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项、
其它日常项目4项），今年安排资金5131
万元， 已执行2737万元，其余（4个项
目本月已完成集采中心的采购、3个项目正在
采购过程中，还有部分为项目得尾款，预计可
完成3867万元）完成率75%，（除公安
的人车定位、海陆空项目需集采中心公开招投
标810万、以及封闭区出入口交通组织优化
220万在竣工审价过程中）。 （3）落实
固定资产更新、处置、维护、移交、盘点等工
作——包括完成海关中央空调、边检执勤楼设
备的报废、采购、更新和入库；协调代建单位
（化工区发展公司）完成了封闭式管理项目向
使用单位（化工区公安分局）的移交工作。根
据本轮审计的要求，启动第三方固定资产盘点
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按时完成 20 20

质量指标 工作验收合格率 =100% 合格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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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及时完成 15 10
部分在建项目竣工
验收等相关工作略

微滞后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无闲置资产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有待完善 10 7
相关长效管理制度

有待逐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驻区单位满意度

>=90%
驻区单位满意度较

高
10 10

总分 10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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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化学工业区公

共事务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59000.00 459000.00 410,654.48 10 89.47% 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59,000.00 459,000.00 410,654.48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配合园区招商引资工作，征地动迁等相关工作，完成年度
工作任务。

1、征地动迁工作：积极推进在F地块、D
地块内剩余的2家企业（华新公司、东海所）
、2户居民钉子户、冯桥村村委会的动迁工作
（F8中间、东侧）。目前，已完成了1家企
业（华新公司的动迁和拆除）、冯桥村村委会
和1户居民钉子户的洽谈工作（准备签约）；
中间户居民已由柘林镇城管签发违章建筑拆除
通知书，近期征收办与村委共同约其商谈，但
其仍坚决不予配合，目前，由柘林镇面再次发
放限期自行拆除催告单；剩余1户东海研究所
未完成动迁补偿工作——柘林镇征收办多次与
东海所沟通补偿事宜，柘林镇多次寻找土地用
于东海所置换，其寻土地均因后期手续问题无
法达成一致（区农委、水产集团海湾土地、柘
林新寺等四个方案），东海所提出土地置换土
地的补偿方式，目前正在由杭州湾公司拿出南
竹港东侧一块20亩左右土地（建设用地）。
2、新项目用地土地储备和供应工作 （1
）进一步梳理和完善了土地收储到出让近30
各个环节，制定了流程图和规范，进一步缩短
了土地供应时间（从原来的18个月压缩到1
0个月）。 （2）配合园区招商引资工作，
开展了工业气体公司“新建合成气和空分装置
项目” 、神马公司“特品尼龙项目”等8个
项的土地收储和供应。 （3）配合“赛科公
司”重大项目的落地，土储先行启动了G1、
A4地块的前期场调、评估、排水、立桩等准
备工作。 （4）盘活低效土地，提升土地利
用率（第一次），完成了E4地块集惠公司闲
置土地的回收工作，为园区今后闲置、低效用
地的回收、处置建立的通道。 3、加强土地
现场的管理 （1）会同现场看护单位（化工
区物业公司、柘林镇）对G1、A4、D5、
D6、F7等地块内长期存在的违法养殖、种
植、违法临建、垃圾等进行的专项清理，目前
已全部完成。 （2）落实环保督察整改的任
务，在规建处的协调下，会同金山绿容局对G
3地块原金山的生活垃圾堆场启动整治工作，
完成了整治方案的编制、上部光伏电板的搬迁
以及委托实施的事项。

年度 实际 偏差原因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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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重点工作完成率

=100% =100% 20 20

质量指标
工作验收合格率

=100% =100% 20 20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好落地化工区的产

业项目

良好 良好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部门协作
良好 部门内部协作良好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园区企业满意度
>=90% 满意度较好 5 4

园区企业满意度范
围覆盖不广

园区员工满意度
>=90% 员工满意度较好 0

总分 1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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