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20年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盖章）：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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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信息化
系统工程

570,000.00 570,000.00 570,000.00 100.00%

系统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建设评审中心信息化系统，支持业务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辅助评审需要。
1.实现评审业务的信息化。目前的评审业务工作是在线下进行，本次项目将把核心业务移植到线上完成。
形成线上的评审业务工作规范。

2.提高评审效率。借助信息化支撑手段，让项目各参与方能够协同工作，信息及时流转和送达。
3.实现智能辅助评审应用能力。通过新数据的沉淀和旧数据的抽取，以及各类指标体系的拆分归类，能够
在评审过程中去支撑信息自动研判、预警和推送，提高评审过程的智能化。本年度目标完成主体架构开

发，并完成初验工作

主体架构开发工作完成，线上协同初步完成，基本
实现无纸办公，并通过项目初验。

实现网上报审项目100%，评审网上完成100% 顺利完成 主流程架构全面打通，实现网上报审、协同、任务派送、审批。 顺利完成 主体架构开发工作完成，完成项目初验 已完成 支付项目初验款 已完成
实现送审资料网上申报，无纸化报审项目，减少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上门、来回跑腿。

已完成

实现送审资料网上申报，无纸化

报审项目，减少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上门、来回跑腿。

已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 区发展改革局 2020政府投资项目评审费 16,273,176.00 16,273,176.00 16,273,176.00 100.00%
通过项目评审对各类政府投资项目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进一步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资源利用
效率。

通过项目评审对各类政府投资项目提出科学、合理

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了政府资金使用效益和政府资
源利用效率。

建议书、可研及总概算项目评审

完成龙岗区养老护理院重新选址建设工程等7个项目建议书评审，送评投资131.50亿元，评审
投资127.34亿元；完成轨道交通10号线沿线五和大道等道路品质提升工程、科高拜仁足球学校

建设工程、龙岗大道大运枢纽段下沉工程（非密不可分段）等84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评
审，送评投资398.42亿元，评审投资359.93亿元；完成龙岗区外国语学校改扩建工程、深圳市
平湖医院项目、深圳市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迁址重建工程等458个项目概算审核，送审投资

486.42亿元，审核投资436.51亿元。

项目审核时效及质量=100% 项目审核时效及质量=100% 按时按质完成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工作 已完成
对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总概算进

行评审，节约政府财政资金
已完成

对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总体目标、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政策和

规划、是否节能减排进行评估论证，严格把关，提高政府资源利
用效率

提高了政府资源
利用效率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3 区发展改革局 涉案财物价格认定 90,000.00 80,700.00 80,700.00 89.67%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全区各类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确保公检法及行政机关的各类案件价格认定环节顺

利完成。

全年完成各类价格认定案件2253宗，涉案金额8162

万元。办结率100%，无一宗复核案件。

接受公检法及行政机关的委托，完成各类涉案财物价格认

定工作。
全年接受委托案件2253宗，完成率100%。 保质保量完成各类价格认定案件

全年完成各类价格认定案件2253宗，

办结率100%，无一宗复核案件。
按相关规定，每宗价格认定案件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公检法及行政机关，确保各类案件价格认定环节顺利完成。

全年完成各类价
格认定案件2253

宗，确保各类案
件价格认定环节

顺利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因2020年度没有发生需聘请专家的特殊案件，故造成2020年度支出执行率较低。
将进一步严格把控经费使用情况，合理分配预

算，严抓支出执行率

4 区发展改革局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 930,000.00 906,687.22 906,687.22 97.49%
1.做好龙岗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与验收工作；2.统筹做好龙岗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工

作；3.完成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4.统筹做好龙岗区节能宣传活动工作。
各项工作均按计划已完成。

1、根据企业申请情况开展节能审查和节能验收。
2、完成全区120个充电场站的安全检查。

3、完成3个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
4、开展节能宣传周相关宣传活动。

已完成 各项工作按有关规定要求落实。 已完成 各项工作均按计划落实。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引导促进全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持续推进中。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预算执行未完成，原因：.疫情影响，企业申请节能审查数量比预估量减少，仅开展了3个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工作。

即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预算科学预判能力，强

化预算编制调查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
。

5 区发展改革局 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类经费 2,119,900.00 1,909,800.00 1,909,800.00 90.09%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细则》，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
予资金扶持。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细则》，2020年全年节能
减排扶持工作均已完成。

根据企业申请情况开展节能减排扶持工作。 已完成
按照《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
已完成 所有受理项目均按计划办结。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引导促进全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预算执行未完成，原因：针对企业申报的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扶持资金，局内会组织专家对
申报资料进行评审。按照专家意见，会对申报资金进行核减。

即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预算科学预判能力，强

化预算编制调查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
。

6 区发展改革局 粮食储备费用 113,724,000.00 113,724,000.00 113,724,000.00 100.00% 专项资金足额及时拨付至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并按要求拨付至我区承储企业。 已完成 数量涉及秘密，不适合公开 已完成 大米质量符合国标规定的三级（含）以上标准，面粉质量符合国标规定的中等（含）以上标准 已完成 轮换粮食52.6万吨原粮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我区粮食市场供应正常，粮食价格相对稳定,不出现市场价格

异常波动情况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7 区发展改革局
《宝龙生物药创新发展先导区规

划建设方案》规划研究
1,260,000.00 1,260,000.00 1,260,000.00 100.00%

完成先导区规划建设方案主报告初稿，相关成果已经向区主要领导及市发改委高技术处汇报，得到区主要

领导及市发改委高技术处领导的肯定
已完成 完成规划建设方案主报告编制 已完成

完成先导区产业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实施路径等重要问题研究，相关成果得到市区相关

领导认可。在2020年11月举行的全市BT领袖峰会上相关规划成果正式发布，得到与会企业和专家
的关注。

已完成
相关规划研究成果按照行业最新数据研究得出，课题研究成果调研充分

、论证清晰，对先导区项目下一步开工建设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对我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各参与部门对成果满意度不低于

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8 区发展改革局 应急物资管理 690,000.00 688,825.00 688,825.00 99.83% 完成救灾物资（基本生活物资和人员安置物资）代储工作以及2019年粮食储备专项资金审计工作 已完成
完成食品18万公斤，纯净水72万公升，婴儿奶粉0.11万公

斤一年代储，14043件人员安置物资一年代储
已完成 符合国家和省、市规定的质量标准 已完成 按保质期进行轮换 已完成

具备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龙岗区公民提供以安

全和公正为目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公众对
安全问题的信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信心

已完成

保障了我区救灾物资工作的完成，提高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充实救灾物资储备量，提升受灾人员基本生

活救助的保障能力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购买和代储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

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9 区发展改革局
应急物资管理（采购防控救灾物

资）
165,000.00 165,000.00 165,000.00 100.00% 购买人员安置物资 已完成 购买帐篷40顶，防潮垫400张，毛毯400床，防寒大衣600件 已完成 符合国家和省、市规定的质量标准 已完成 按保质期进行轮换 已完成

具备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龙岗区公民提供以安

全和公正为目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公众对
安全问题的信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信心

已完成

保障了我区救灾物资工作的完成，提高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充实救灾物资储备量，提升受灾人员基本生

活救助的保障能力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购买和代储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

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0 区发展改革局 重大项目管理 850,000.00 849,375.00 849,375.00 99.93%
购买疫情防控物资和救灾物资，并对疫情防控物资完成半年代储工作；完成项目验收、全区重大项目申报
及进度填报工作

已完成
购买疫情防控物资防寒大衣500件，帐篷30顶，购买救灾物
资防潮垫4000张，毛毯4000床，并对疫情防控物资进行代

储半年；完成项目验收和全区重大项目申报及审核工作。

已完成
符合国家和省、市规定的质量标准；完成全区重大项目申报及审核工作，各项目建设单位填报项

目月报信息
已完成

按保质期进行轮换；2021年1月前完成全区重大项目申报工作，2021年4
月前完成重大项目审核工作。

完成项目审核及
审核工作

具备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龙岗区公民提供以安

全和公正为目的防灾减灾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公众对
安全问题的信息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信心；实现全区各建
设单位在线申报重大项目及发改审核工作，及时短信通

知和月报信息填写有助于信息及时更新，实时把控项目
进度。

已完成

保障了我区救灾物资工作的完成，提高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充实救灾物资储备量，提升受灾人员基本生
活救助的保障能力；充分利用平台，进行项目在线填报、证书打

印和月报填报功能，有助于各方同步项目信息和便捷工作。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1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项目地图协同信息平台

（二期）项目
1,318,000.00 1,309,200.00 1,309,200.00 99.33% 完成项目终验和结算工作，在系统平稳运行基础上推广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申报工作。 已完成

完成项目终验工作，项目结算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龙岗区

各单位申报政府投资项目均在系统实现上报工作，效果理
想。

已完成 完成项目终验及项目结算工作 已完成 2021年1月前完成项目验收并开展项目结算工作 已完成

为项目的前期核查、意见征询、综合评价、实施时序及

建设内容统筹安排等工作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可有效
避免重复投资建设、重复开挖等情况

已完成
充分利用空间、人口及学龄等数据优化项目选址范围，提升项目

实际功效，服务大众。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各参与部门对系统的满意度不低

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2 区发展改革局
深圳国际博览中心及国际艺术中

心项目综合服务项目
1,335,600.00 1,335,600.00 1,335,600.00 100.00% 深圳国际博览中心及国际艺术中心两项目全流程管理咨询单位委托阶段事宜提供综合法律服务。 已完成 完成两个项目全流程管理咨询的合同范本。 已完成 完成两个项目的前期谈判事宜及法律服务，提供双方接受的合同范本。 已完成 2020年9月前完成 已完成

为引入优质的全流程管理咨询单位，提升周边文化设施

品质，满足周边居民的文化需求。
已完成

引入优质的全流程管理咨询单位，明晰双方的权责以及法律关

系，提升项目的建设标准，打造精品工程。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3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规划实施管理及项目实

施机制研究》规划研究
270,000.00 270,000.00 90,000.00 180,000.00 100.00%

一是以近年来龙岗区规划项目的梳理和规划转化项目库的构建为基础，对项目生成机制的优化提出建议；

二是提出构建工程管理“1+3+N”体系的初步构想，为龙岗区制定推进工程管理“1+3+N”体系提供技术支
撑。

已完成 形成规划生成项目机制和1+3+N工作方案 已完成 通过甲方和专家的审查 已完成 2020年底完成 已完成
优化规划研究项目的质量，提高项目的可实施率，高效

实用政府资金。
已完成

一是以近年来龙岗区规划项目的梳理和规划转化项目库的构建为
基础，对项目生成机制的优化提出建议；二是提出构建工程管理

“1+3+N”体系的初步构想，为龙岗区制定推进工程管理
“1+3+N”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4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年计划及实施方案》规划研究
600,000.00 598,000.00 200,000.00 398,000.00 99.67% 完成龙岗区公共基础设施三年建设项目梳理及实施计划编制，完成任务清单编制。 已完成 编制一个项目实施计划和一个项目任务清单。 已完成 项目来源完整，项目时间安排合理，任务分工科学。 已完成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已完成

避免因过程反复造成的资源浪费，加快推动项目落地，

节约时间成本。
已完成

促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善民生保障；统筹协调各部门、

各项目，降低因过程反复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施工扰民等）。
已完成 促进节能减排 已完成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5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建设项目生成机制的探
索及实施路线研究》规划研究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00.00%

一是以近年来龙岗区规划项目的梳理和规划转化项目库的构建为基础，对项目生成机制的优化提出建议；

二是提出构建工程管理“1+3+N”体系的初步构想，为龙岗区制定推进工程管理“1+3+N”体系提供技术支
撑。

已完成 形成规划生成项目机制和1+3+N工作方案 已完成 通过甲方和专家的审查 已完成 2020年底完成 已完成
优化规划研究项目的质量，提高项目的可实施率，高效

实用政府资金。
已完成

一是以近年来龙岗区规划项目的梳理和规划转化项目库的构建为

基础，对项目生成机制的优化提出建议；二是提出构建工程管理
“1+3+N”体系的初步构想，为龙岗区制定推进工程管理
“1+3+N”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6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十四五”规划纲要及

实施路径》规划研究
1,458,000.00 1,449,000.00 1,449,000.00 99.38% 形成龙岗区“十四五”规划纲要送审稿。 已完成

形成“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送审稿、“十三五”规划总

结评估、“十四五”规划纲要送审稿。
已完成 规划内容完整、规划符合区级层面实施要求。 已完成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已完成

确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成各专项规

划的衔接。
已完成 稳定社会预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已完成 维护生态安全 已完成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7 区发展改革局
坪西路（龙坪路-鹤鸣路）市政

改造工程
314,250.00 314,250.00 314,250.00 100.00% 对坪西路（龙坪路-鹤鸣路）市政改造工程开展可行性研究 已完成

完成坪西路（龙坪路-鹤鸣路）市政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已完成 通过甲方和专家的审查 已完成 2020年完成 已完成 在完善片区路网的基础上，带动片区的发展。 已完成

以坪西路为载体，承接轨道三号线、综合管廊的建设，且服务周

边地块。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8 区发展改革局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 1,697,805.72 1,563,831.50 1,563,831.50 92.11%
完成聘员及购买服务的工资发放，宣传我局的重点工作及成果，完成内控制度建立及固定资产清查工作，

防控日常事务的法律风险等。
已完成 以事定费人员4人；购买服务人员人数10人。 已完成 全年各项管理事务均正常进行 已完成 工资及时发放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保障我局日常工作运行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聘用及购买服务人员工资发放及

时率满意度不低于9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19 区发展改革局 办公设备购置 151,600.00 151,529.00 151,529.00 99.95% 满足日常发改工作的办公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已完成
购买台式电脑28台、普通激光式打印机10台、传真机3台、

碎纸机1台
购买台式电脑24台、笔记本电脑2台、普通激光式打印机14台、传真机3台、碎纸机1台 政府采购验收合格率 1 按支付进度支出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我局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工作效率。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0 区发展改革局 信息系统维护与开发 330,000.00 329,900.00 329,900.00 99.97% 保证我局业务系统的正常使用，信息安全、等保测评达到相关文件的要求。 已完成

全年完成项目地图系统、深圳市龙岗区重大项目申报系统
、龙岗区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工作，以及项目地

图系统、深圳市龙岗区重大项目申报系统、龙岗区企业信
用信息系统的等保测评工作。

已完成 我局业务系统正常使用，信息安全、等保测评达到相关文件的要求。 已完成 及时处理系统故障，排除数据异常，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已完成 不适用 已完成
提高信息化管控，减少为因素影响；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风

险。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1 区发展改革局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及评审 130,000.00 125,000.00 125,000.00 96.15%
完成《龙岗区医疗卫生机构2016-2018年医用设备配置规划》、龙岗区龙城街道太平村市容环境品质提升项
目后评价报告、龙岗区龙岗街道仙田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后评价报告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完成《

规划》修编工作，并征求行业主管单位意见，尽快予以结题并支付尾款

顺利完成 完成一份投资后评价报告

形成《龙岗区医疗卫生机构2016-2018年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区级综合医院可达到省或市级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设备配置水平，区级专科医院可达到省市级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水平，原街道级综
合医院可达到或超过宝安区未来同级同规模的医院设备配置水平，其他两个项目报告完成质量良

好

通过，质量良好
完成《龙岗区医疗卫生机构2016-2018年医用设备配置规划》专家评审，
根据专家意见完成《规划》修编工作，并征求行业主管单位意见，尽快

予以结题并支付尾款；其他两个项目按计划完成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形成《龙岗区医疗卫生机构2016-2018年医用设备配置规划》，通

过这些设备投资，一方面可以使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完成正常的设
备更新，改变设备老化严重的状况；另一方面可以补足现有设备
配置总量不足的缺口，并为2016-2018年医疗卫生机构改扩建工程

以及因业务量扩大、开展新业务、新技术、新学科配套医用设备
。

顺利完成，为后
续开展同类投资
后评价服务提供

示范作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设单位及专家对成果满意度不

低于85%
已完成 投资后评价对象实施仍未完工，导致评价不全面。 后续投资后评价工作选择已完成项目进行开展。

22 区发展改革局

深圳市龙岗区政府投资规划研究

类项目第三方咨询采购工作服务
项目

194,500.00 194,500.00 194,500.00 100.00%
论证项目开展的必要性、审查与其他项目的重合性、研究项目实施范围和内容的合理性以及审核项目造价

的科学性，提出专家评审意见，为规划研究类项目立项和造价把控提供专业审核依据。
顺利完成 合同期内共委托送审106个规划研究类项目。 如期完成106个规划研究类项目评审工作。 形成106个规划研究类项目评审报告。 顺利完成

接受具体任务委托后，在无需补充项目材料的前提之下，自收到齐全的

项目材料之日起，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性审核及相关评估工作。包
括初稿及复审结果。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1.审查规划课题类项目与区委区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关联性和支

撑度，推动与促进深圳市龙岗区相关规划的落地执行；
2.审查规划课题类项目与部门核心职能的关联度，强化各部门的
履责意识； 

3.审查预算资金规模与项目实施内容的匹配度，促进单位提高资
金使用效果；

4.审查项目目标效果与项目内容的匹配度，促进单位在项目实施
中能准确把握项目的方向和效果。

顺利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规划系统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3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工程 2,626,000.00 2,480,780.00 2,480,780.00 94.47% 按合同约定完成各项功能建设，并通过项目终验，完成进度款拨付。

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通过了第三方验收测
评和等保测评，功能和性能达到要求，于2020年11
月18日通过了专家评审验收。按期完成了项目进度

款拨付，预算执行达标。

归集区内全量商事主体信用信息。
归集信用信息超过8997万条，涵盖辖区内登记的商事主体约114万个，其中归集上级和区内“
红黑名单”29项、名单信息733万条

完成合同约定的平台各项功能建设。

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包括公
共信用信息数据库、龙岗诚信网、i

深圳-龙岗信用、应用管理系统、数
据管理系统、企业信用画像系统、联
合奖惩系统、决策分析系统（电脑端

、大屏端、手机端、信用地图）、绩
效考核系统、双公示系统等，功能和

性能都达到要求。

完成项目终验。 已完成
加强社会主体失信行为的归集和公示，引导各类主体实

诚守信，减少失信带来的经济损失。
已完成 确保政府部门和公众用户可以及时查询辖区各类主体信用信息。

龙岗诚信网总访
问量666万次，信
用报告查询量1.4

万余次。各部门
核查涵盖国家高

新企业、抗疫补
助企业、知识产
权研制激励等60

批次。

不适用 不适用
政府部门和公众用户满意度不低

于9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4 区发展改革局
《龙岗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匹配课

题研究》规划研究
130,500.00 130,500.00 130,500.00 100.00% 编制形成《龙岗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匹配课题研究报告》，并按合同约定拨付项目尾款。

完成《龙岗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匹配课题研究报告》

编制工作，于2019年12月10日通过了专家评审验收
。按期完成了项目尾款拨付，预算执行达标。

测算龙岗区常住人口数量。
经测算，预计2020年龙岗区常住人口260万，2025年龙岗区常住人口290万，2030年龙岗区常住

人口370万。
形成《龙岗区人口发展与公共服务匹配研究》报告。 已完成 2019.1.1-2019.12.31 已完成

提出促进人口与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匹配的政策建议，推

动促进全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匹配发展。
已完成

提出促进人口与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匹配的政策建议，推动促进全

区人口与公共服务匹配发展。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各相关职能部门满意度不低于

8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5 区发展改革局 防控一线工作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00.00%

给28人次参与卡口防控的防疫一线人员发放临时工作补贴；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以上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发放临时工作补贴，以表达组织对防疫一线人员
的关心关爱，鼓励工作人员继续在防疫一线战斗，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按时完成发放18人次参与卡口防控的防疫一线人员

临时工作补贴。
卡口防控补贴人数28人次 已完成 补贴发放到位率 补贴发放到位率100% 补贴发放及时率 已完成 补贴成本控制在预算数内 已完成

资金切实用于关心防疫一线人员，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投身于

疫情防控

资金已100%用于

关心防疫一线人
员

不适用 不适用 发放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5% 已完成 无问题 不需整改

26 区发展改革局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15,000,000.00 0.00 0.00 0.00% 完成财政部下达的深圳市五洲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拨付和清算。 暂未完成补助资金拨付 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稳定下降 已完成 申请补贴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比例100% 已完成 资金拨付进度 未拨付 产业低碳化显著提升 已完成 资源节约显著提升 已完成 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提升 已完成
受益企业、群众满意度不低于

90%
已完成

预算执行未完成。原因：五洲龙公司自2019年1月起就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至今仍未被依法撤销。该企业已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并涉及多起劳动仲裁、合同纠纷案
件。为确保中央补助资金安全、资金拨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暂未执行该项补助资金拨付，

需待上级主管部门的明确资金是否能拨付后按要求执行。

多次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未收到明确答复。

27 区发展改革局
《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及

配套措施研究》规划研究
552,000.00 0.00 0.00 0.00%

完成《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具体包括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及配套措施研究、国

际低碳城论坛章程、国际低碳城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等。支付课题第二阶段尾款4万，第三阶段费用38.4万，
第四阶段费用12.8万，共计55.2万。

因项目实际工作需求变动等原因，与建科院签订终

止协议，按现状结题。2020年11月，《国际低碳城
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已通过专家评审。

完成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 已完成
完成了《《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具体包括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及配套

措施研究、国际低碳城论坛章程、国际低碳城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以及低碳城纪录片等。
已完成 所有受理项目均按计划办结。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国际低碳城论坛可持续发展和加快完善论坛配套设施建设提供

了建设性意见。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该项目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及支

持的满意度不低于90%
已完成

预算执行未完成，原因：因项目实际工作需求变动，2020年12月经请示局党组研究决定，课

题按现状结题，与建科院签订终止协议，并在政府采购网进行公示，错过了2020年支付时间
。

即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预算科学预判能力，强

化预算编制调查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落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