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0年龙岗区宝龙街道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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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机动经费 1.91 1.91                            1.91                            -               -   100.21% 制作58块无疫小区牌匾 制作完成 58块无疫小区牌匾 ，并安装使用 。 制作58块无疫小区 、示范小区不锈钢牌匾 按计划完成采购
58块牌匾制作完成 ，并投入使
用

58个牌匾投入无疫物业住
宅小区 ，并安装完毕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采购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运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2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应急指挥工作 16.09 11.70                           11.70                            -               -   72.72%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 、录音电话设备购置 、应急平台设
备维护升级及技术服务 、防震减灾宣传的工作

整体完成情况较好
1.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1场；2.应急指挥平台维保 ；3.应
急通讯设备维护 ；4.卫星电话通讯费 ；5.聘请第三方
验收应急避难场所设备

完成
应急平台设备维护升级及技术
服务、防震减灾宣传的工作

完成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采购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的满意
度≥90%

0投诉 宣传活动 、应急演练等因疫情不便开展而耽误 。预算执行进度偏慢 。
2020年7月份完成宣传
活动，机构改革后再
开展应急演练

3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 125.63  125.63                         125.63                             -               -   100.00% 保障编外员工的薪酬 及时发放薪酬 ，保障编外员工的薪酬 及时发放编外职工工资 、五险一金工作 完成
及时发放编外职工工资 、五险
一金工作

完成 按月及时发放 按月完成发放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4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网格管理事务 246.88  224.43                         224.43                             -               -   90.91% 落实区网格办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完成区网格办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1.委托代征收税管理工作 ；2.印制2046栋出租屋分类
分级管理工作资料 ；3.定做网格员制服 ；4.开展12场
网格员业务培训 ；5.开展4场楼栋长消防治安知识普及
活动；6.订制15000份房屋安全责任书 ；7.开展7场法
制宣传活动 ；8.26个花园小区进行安全检查 ；9.出租
屋消防安全读本及出租屋业主 /管理人的信各
23500份；10.出租屋分类分级保障工作 ；11.PDA 流量
升级套餐 ；12.出租屋平安创建工作 ；13.物管宣传品
。

按计划完成采购
印刷资料 、宣传活动 、培训符
合验收标准

符合验收质量要求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采购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预算执行进度偏慢 ，主要是因为 1.出租屋分类分级管理工作资料印制项
目因上一批招标安装后发现部分实用性不强且存在部分物资欠缺的情
况，所以在开展新一批招标工作前安排专人实地调查而延误新的一批招
标工作 ；2.网格员制服项目因最初仅考虑给社区一线网格员制作 ，后经
深度考虑人数加上街道网格的工作人员 ，报价单更改数次而耽误申请进
度；3.楼栋长制管理项目该项目因上半年忙于疫情防控工作而搁置 ；4.
平安宜居出租屋项目因上半年忙于疫情防控工作而搁置 ；5.法制法规宣
传项目因疫情不便开展 ； 6.物业行业管理项目中的宣传 、培训、请第三
方检查物管小因疫情不便开展 。

2020年7月份申请培训
、宣传项目 ；2020年8
月初申请招标项目

5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1.07 1.07                            1.07                            -               -   100.19% 保障工作需求 整体完成情况好 卡座和床各 4张 按计划完成采购 购置办公家具符合验收标准 符合验收质量要求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采购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6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当年财力 （通用项目 ） 24.00 24.00                           24.00                            -               -   100.00% 防疫网格工作资料的印制 项目验收合格 ，完成履行义务 ，并投入使用 。 防疫网格工作资料 （自动粘贴不干胶海报等 ）一批 按计划完成采购 印刷资料符合验收标准 符合验收质量要求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采购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运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7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 100.00  85.66                           85.66                            -               -   85.66% 出租屋分类分级推广管理工作 完成2640栋的出租屋分类分级的推广管理工作 印制2640栋出租屋分类分级推广管理工作资料 按计划完成采购 印刷资料符合验收标准
符合验收质量 ，并投入使
用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安装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出租屋分类分级工作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8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当年财力 （通用项目 ） 234.80  234.80                                -                          234.80              -   100.00% 21个花园小区的物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落实21个花园小区的物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并及时
发放

21个花园小区的物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完成 及时发放补贴 完成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发放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9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网格管理中心 疫情防控 494.47  494.47                           18.23                        476.24              -   100.00%
防疫网格工作资料 。64个城中村 、公租房物业服务企
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完成防疫网格工作资料采购 。完成64个城中村 、公租
房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64个城中村 、公租房物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财政补贴
。防疫网格工作资料一批

完成
及时发放补贴 。印刷资料符合
验收标准

完成
2020年12月31日
前完成

按时完成发放 资金投入率 ≥90% 完成 保障日常工作有序运行 。 已完成 不适用 。 不适用 。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0投诉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