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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中心管理处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盖章）：深圳市龙岗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预算金

额

实际支出金额

预算支
出执行

率
年初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整体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

整改情况
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

非财政
资金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性
基金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1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其他一般管理

事务
286.63 286.62 286.62 100.00% 为人员提供经费支持；涉税业务报账正常运营。 严格按相关要求保障中心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及附加费。

按时完成当月工资福利发放；按季度申报相关税

费及附加费。

完成工资福利发放12个月，申报四季度
营业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支付四季度增

值税税费，合计286.62万元。

严格按相关要求保障中心员工的工资福利，以及

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及附加费。

中心员工每月的工资福利按要求发放，

按时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及附加费。

年底完成全部预定内容，每月的工资福利发放及

时，依法缴纳相关税费及附加费。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工资福利保证中心基本正常运营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对日常运营保障的满意度 满意度不低于95%

2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办公楼修缮 367.6 367.6 367.6 100.00%

保证自行车赛场及其他场馆正常开放，为训练队正常训

练和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保障。保障场地能够正常使

用，供配电、给排水、灯光照明满足场地开放需求。

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人员保障。提供设施设备完善、安全的运动场地，对场馆

灯光进行例行维护。为市民提供优美健身环境和便捷服务。

自行车赛场翻新维修工程，各场馆灯光维护工

程，确保零星修缮工程保证场地正常开放。

完成工程三方竞价项目1个，完成零星

维修补漏及设备维护工作，合计367.6

万元。

严格要求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完成设备设施维

护，质量合格。
完成预定目标。

年底完成钢结构及自行车赛场翻新工程等维护，

确保场地正常开放。
已完成

场馆修缮顺利提高场地利用率，提高市民

订场率，增加体育中心非税收入。

对外开放服务质量有所提高，虽部分场

地拆除后，本年场地费收入非税上缴共

计198.59万元，完成本年非税收入预算
目标。

修复场馆设备设施，保障各项赛事活动顺

利进行，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益性体育场

地设施。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体育中心对到场运动健身的市民进行面

访，反馈对中心的满意度，并进行登记跟

踪。

满意度不低于95%

3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运营管理 49.69 49.69 49.69 100.00%

为广大市民提供场地人员保障。提供设施设备完善、安

全的运动场地，对场馆灯光进行例行维护。为市民提供

优美健身环境和便捷服务。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演练1场；全年体育中心体育场馆白蚁消杀服务；微信公众

号及订场系统服务；员工素质提升培训1次等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演练1场；全年体育中心

体育场馆白蚁消杀服务12次；微信公众号及订场

系统服务；员工素质提升培训1次等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综合演练1场；全年

体育中心体育场馆白蚁消杀服务；微信

公众号及订场系统服务；员工素质提升
培训1次等

严格要求完成服务类、货物类采购，保障赛事活

动和场馆运营。
完成预定目标。

在规定时间完成应急救援演练，全年体育中心体

育场馆白蚁消杀服务；微信公众号及订场系统服

务；员工素质提升培训等，确保场地正常对外开
放。

已完成
便捷的订场系统，安全卫生的场地、人员

保障，提高场地费非税收入。

本年共收取赛事活动场地费，非税收入

共计348.64万元。

区体育中心已先后承办五届 WTA深圳公开

赛，两届ATP深圳公开赛，赛事的举办对打

造“网球城市”名片，增添城市魅力，增
强城区吸引力，带动市民运动热情等方面

做出重要贡献；场地翻新改造工程是结合

赛事主办方的要求，为了保证场地能满足

比赛需要，同时能更好地维护和利用场地

。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体育中心对到场运动健身的市民进行面

访，反馈对中心的满意度，并进行登记跟

踪。

满意度不低于95%

4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全民健身活动 9.06 9.04 9.04 99.78%
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设施设备保障。采购全民健身
活动公益开放所需物品，保障网球、羽毛球、篮球、足

球正常对外开放。

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保障。完成足球场球门更新；完成去球场胶粒添加及梳草

服务，提升足球场设施设备。采购网球场开放所需场中网及相关体育设备。

完成足球场球门更新24套；完成去球场胶粒添加
及梳草服务1次，提升足球场设施设备。采购网

球场开放所需场中网10套及相关体育设备。

完成足球场球门更新24套；完成去球场

胶粒添加及梳草服务1次，提升足球场

设施设备。采购网球场开放所需场中网

10套及相关体育设备。完成75.09万元

严格合同要求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改造完成施

工，质量合格。
完成预定目标。

为全民健身本年按时活动提供场地保障。完成足

球场球门更新；完成去球场胶粒添加及梳草服

务，提升足球场设施设备。采购网球场开放所需

场中网及相关体育设备。

已完成
采购场馆对外开放服务市民的物质和设施
设备，提高对外开放服务质量，增加场地

费非税收入。

对外开放服务质量有所提高，本年场地
费收入非税上缴共计191.2万元，完成

本年非税收入预算目标。

修复场馆设备设施，保障各项赛事活动顺
利进行，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益性体育场

地设施。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体育中心对到场运动健身的市民进行面
访，反馈对中心的满意度，并进行登记跟

踪。

满意度不低于95%

5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办公设备购置 5.25 4.4 4.4 83.81%

体育中心办公楼及部分场馆拆除，所要购买的空调取消

。本年体育中心有新进正编人员，通过调剂用该指标购

买电脑，尚有结余。

台式电脑3台、笔记本电脑1台 台式电脑3台、笔记本电脑1台 台式电脑3台、笔记本电脑1台
严格要求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完成设备设施维

护，质量合格。
完成预定目标。 下半年完成大部分办公设备采购。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单位设施设备运作情况 已完成 日常办公纸质材料消耗 减少日常办公纸质材料消耗，节约资源 相关设备使用者对设备情况满意 满意度不低于95% 预算支出执行率偏低 合理控制项目支出。

6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区体育中心室
外网球老场翻

新改造项目

241.68 241.68 241.68 100.00%

逐渐打造我区乃至我市体育行业发展的品牌、名片，进

一步构建珠三角知名的高端文体中心，将公共体育事业
作为构建龙岗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增强市民的归属

感和幸福感，提升城市凝聚力和吸引力，使龙岗成为宜

居宜业、精彩乐活的幸福魅力家园。

完成体育中心老网球场翻新改造17片，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保障。提供设施设

备完善的运动场地，为市民提供优美健身环境和便捷服务。
网球老场翻新改造项目，翻新网球场数量。

网球老场翻新改造项目，翻新17片网球

场。

严格按照相关工程要求完成灯光设备设施的调

试，质量合格。
完成预定目标，验收合格。 完成老网球场的翻新改造，保证场地正常开放。 已完成

老网球场的翻新，提高了场地利用率，提

高市民订场率，增加体育中心非税收入。

对外开放服务质量有所提高，本年场地
费收入非税上缴共计191.2万元，完成

本年非税收入预算目标。

修复场馆设备设施，保障各项赛事活动顺
利进行，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益性体育场

地设施。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体育中心对到场运动健身的市民进行面
访，反馈对中心的满意度，并进行登记跟

踪。

满意度不低于95%

7 区体育中心管理处

 区体育中心“

厕所革命”改

造工程

285.37 285.37 285.37 100.00%

逐渐打造我区乃至我市体育行业发展的品牌、名片，进

一步构建珠三角知名的高端文体中心，提升文体中心的

配套设施，将公共体育事业作为构建龙岗区域竞争力的

重要抓手，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提升城市凝聚
力和吸引力，使龙岗成为宜居宜业、精彩乐活的幸福魅

力家园。

完成区体育中心男女厕所共47间及10间男女淋雨间改造。涉及的范围包括羽毛球馆

、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办公楼区域等，改造面积1500平方米。提升市民前来

运动的舒适度，同时为全民健身提供了优质的保障。

“厕所革命”改造数量
“厕所革命”总共改造了47间男女厕所

以及10间男女淋浴房

严格按照相关工程要求完成设备设施的调试，质

量合格。
完成预定目标，验收合格。

完成区体育中心“厕所革命”改造工程，提升了

场地配套设施，确保场馆正常对外开放
已完成

“厕所革命”翻新改造，提升了场地配套

设施，提高市民订场率，增加体育中心非

税收入。

对外开放服务质量的提高，本年场地费

收入非税上缴共计191.2万元，完成本

年非税收入预算目标。

修复场馆设备设施，保障各项赛事活动顺

利进行，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益性体育场

地设施。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体育中心对到场运动健身的市民进行面

访，反馈对中心的满意度，并进行登记跟

踪。

满意度不低于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