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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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公益性项目及政策性补贴-兰全学课题 1.12 1.12 1.12 100.00% 筛选出肠炎沙门菌抗体 已完成 筛选出肠炎沙门菌抗体 完成 筛选出肠炎沙门菌抗体 完成 按期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沙门菌检测新方法提供基础 完成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2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经费 76.49 76.49 76.49 100.00% 继续以检测能力建设为核心，有序推进技术储备 继续以检测能力建设为核心，有序推进技术储备

完成当季公共场所、水质、食品安全风险、职业卫生等监测任务，拓展动植物毒素、职业人群生物监测

等新项目新方法5项次
完成

1、达到2021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

绩效评价标准；3、完成辖区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处置要求。

完成
继续以检测能力建设为核心，有序推进

技术储备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力争具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生活饮用水监测、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等

区域性领先分析能力以及食物中毒、环境污染、职业中毒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快速、敏感、特异、系统的应急检测能力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3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升级改造工程 17.85 17.85 17.85 100.00%

为提升疾控中心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传染病检测能力，以及整体提升疾控中心实

验室检测综合能力，对现有实验室进行升级改造

对现有微生物检验实验室、理化检验实验室及动物楼进行改造升

级，改造面积约1500平方米，改造的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室墙面、

天花、实验台柜、实验气体管路、洁净空调、实验污水系统等，

工程建设费用估算约990万元。

竣工验收 完成 工程符合验收标准。 完成 按期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我区应对新冠疫情重大传染病等实验室检测能力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4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区疾控中心综合办公楼旧有实验室改造工程 30.74 30.74 30.74 100.00%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中心对综合办公楼进行重新规划，拟对旧有实验室进行改造

工程。改造后的房屋用于中心消毒杀虫科、职业病防治科、质量管理科等科室开

展业务工作使用。本项目能为促进区疾控中心各项业务能力建设提供基础支持，

从而更好地履行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工作职责，提高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根据龙岗区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含工程建设其他费）备案回

执（受理编号：F15990421910250005），该项目审核金额为

156.708743万元，完成尾款支付。

根据结算情况支付尾款。 完成 工程符合验收标准。 完成 支付及时率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促进区疾控中心各项业务能力建设提供基础支持，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5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防控-职业病防治 1.47 1.47 1.47 100.00%

通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逐步掌握我区重点职业病危

害本底情况，为政府相关部门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通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逐步掌握我

区重点职业病危害本底情况，为政府相关部门加强职业病防治工

作提供基础资料。

全年按相关文件要求完成监测任务，完成任务数10宗. 完成
数据库完整无缺漏，无逻辑错误；无数据

性及结论性错误。
完成 按相关项目规定时间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减少

职业病危害提供指导性建议；我区制定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技术依据。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职业病防治科今年8月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项目经费20万元，原定

于用于应急耗材及仪器设备购置、培训以及与省职

防院、高校合作科研等，由于今年疫情影响，科室

专业技术人员要兼顾新冠疫情防控，科室日常工作

人员严重不足，加上今年国家、省、市的专项任务

时间紧、任务繁重，在完成国家、省、市专项工作

的同时，科室部分工作难以按照计划开展，故导致

未能按照计划进行支出。2020年度中央转移支付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补助资金项目）经

费共支出款项14740元，剩余185260元，现申请结

转至2021年，继续用于职防机构能力提升。

2021年支出

6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办公楼修缮 44.53 44.53 44.53 100.00% 保障中心建筑物及设施的安全使用 保障中心建筑物及设施的安全使用 保障中心各建筑物安全无隐患，对中心一处进行修缮 完成 维修保证品质合格率98%以上 完成 支付及时率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中心建筑物及设施的安全使用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7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67.23 67.23 67.23 100.00% 保障中心办公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 保障中心办公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 完成一批办公设备购置，办公电脑5台，打印机3台 完成

政府采购指定渠道采购，保证品质合格率

98%以上
完成 按时支付货款,支付及时率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8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控 253.83 253.83 253.83 100.00%

艾滋病防治：扩大干预，扩大检测，扩大治疗，提高各人群的艾滋病知晓率，提

高安全套使用率，降低重点人群的新发感染率，降低艾滋病病死率，提高感染者

和病人生存质量，遏止艾滋病蔓延。

流行病防治：1、传染病报告及时率100%，报卡及时审核率100%。

2、死因报告登记率≥95%死亡病例报告及时率90%以上；死因诊断不明比例＜

5%，死因不准确率＜5%。

3、传染病疫情规范处置率100%。

4、传染病监测任务完成率100%。

5、全年法定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小于等于辖区近5年发病率平均水平。

消毒杀虫：1、医疗机构消毒效果监测覆盖率100%；2、托幼机构消毒效果监测覆

盖率100%；3、病媒生物监测率100%；4、病媒传染病处置率100%；5、疟疾疫点

处置率100%； 6、疟疾血检数量达到全区人群的1‰。

1、达到2020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绩效评价标准；2、完成辖区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要求。

艾滋病防治：扩大干预，扩大检测，扩大治疗，提高各人群的艾

滋病知晓率，提高安全套使用率，降低重点人群的新发感染率，

降低艾滋病病死率，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遏止艾滋病蔓

延。

流行病防治：1、传染病报告及时率100%，报卡及时审核率100%。

2、死因报告登记率≥95%死亡病例报告及时率90%以上；死因诊断

不明比例＜5%，死因不准确率＜5%。

3、传染病疫情规范处置率100%。

4、传染病监测任务完成率100%。

5、全年法定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小于等于辖区近5年发病率平均

水平。

消毒杀虫：1、医疗机构消毒效果监测覆盖率100%；2、托幼机构

消毒效果监测覆盖率100%；3、病媒生物监测率100%；4、病媒传

染病处置率100%；5、疟疾疫点处置率100%； 6、疟疾血检数量达

到全区人群的1‰。

1、达到2020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绩效评价标准；2、完

成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要求。

1、传染病报告及时率100%，报卡及时审核率100%。

2、死因报告登记率≥95%死亡病例报告及时率90%以上；死因诊断不明比例＜5%，死因不准确率＜5%。

3、传染病疫情规范处置率100%。

4、传染病监测任务完成率100%。

5、全年法定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小于等于辖区近5年发病率平均水平。

完成

1、达到2021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

绩效评价标准；2、完成辖区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处置要求。

完成

1、达到2021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运行绩效评价标准；2、完成辖区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要求。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扩大干预，扩大检测，扩大治疗，提高各人群的艾滋病知晓率，提高安

全套使用率，降低重点人群的新发感染率，降低艾滋病病死率，提高感

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遏止艾滋病蔓延。

1、加大监测力度，扩大监测范围，以促进我区医疗机构、托幼机构消毒

质量的提高。

2、及时发现、报告、处置重点传染病个案和暴发疫情，防止输入性疫情

本地化，减少暴发疫情蔓延及其所造成的影响。

3、进一步规范疟疾监测工作，实行卫生计生、检验检疫、爱卫部门密切

配合，完善各项资料收集工作，及时、准确、完整地上报监测数据和分

析报告。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9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防控 544.64 544.64 544.64 100.00%

（一）项目目标。1. 对全市 10-17 岁青少年实施脊柱侧弯免费筛查，指导阳性

适应症人群开展形体矫正治疗。2. 实施脊柱侧弯综合防治策略，降低青少年脊柱

侧弯发病率、手术治疗率、致残率，改善脊柱侧弯对青少年健康影响，提高全市

青少年脊柱健康整体水平。3. 建立深圳市脊柱侧弯流行病学调查、筛查、健康教

育和健康干预工作平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少年脊柱健康防控体系和工作

模式。

（二）主要工作指标。1. 全市初中生脊柱侧弯筛查覆盖率达 100%，脊柱侧弯筛

查确诊率达 98%以上。2. 通过形体治疗及科普教育，治疗有效及治疗优良率达

到90%以上。

3. 以2018 年患病率为基础，全市青少年脊柱侧弯患病率每年降低0.5 个百分点

以上，5 年之内降低至国际平均水平。"

4.办公经费：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5.后勤保障：

保障中心专用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

6.科教信息：

提升科技影响力，提高信息化水平，保障信息安全

7.健康教育与促进年：

1、组织全区创建健康促进场所30个；2、组织开展200场次健康素养专题讲座；3

、市民健康素养水平逐步提高"

8.各卫生监督所费用：

达到2020年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绩效评价标准；

（一）项目目标。1. 对全市 10-17 岁青少年实施脊柱侧弯免费

筛查，指导阳性适应症人群开展形体矫正治疗。2. 实施脊柱侧弯

综合防治策略，降低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手术治疗率、致残

率，改善脊柱侧弯对青少年健康影响，提高全市青少年脊柱健康

整体水平。3. 建立深圳市脊柱侧弯流行病学调查、筛查、健康教

育和健康干预工作平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少年脊柱健康

防控体系和工作模式。

（二）主要工作指标。1. 全市初中生脊柱侧弯筛查覆盖率达

100%，脊柱侧弯筛查确诊率达 98%以上。2. 通过形体治疗及科普

教育，治疗有效及治疗优良率达到90%以上。

3. 以2018 年患病率为基础，全市青少年脊柱侧弯患病率每年降

低0.5 个百分点以上，5 年之内降低至国际平均水平。"

4.办公经费：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5.后勤保障：

保障中心专用设备的正常、高效运行"

6.科教信息：

提升科技影响力，提高信息化水平，保障信息安全

7.健康教育与促进年：

1、组织全区创建健康促进场所30个；2、组织开展200场次健康素

养专题讲座；3、市民健康素养水平逐步提高"

8.各卫生监督所费用：

全区14家医院（含3家民营医院）及110家社康中心开展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工作,医疗机构、社区健康

服务中心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覆盖率100%.。
完成

 101.儿童及中小学生眼部健康筛查覆盖率

≥90％。2·青少年眼健康档案建档率≥

90％。3·学校、幼儿园卫生室及近视防控

联盟医院的近视防治工作人员培训覆盖率

≥90％。4·以2018年我市儿童青少年视力

筛查近视率为基础，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完成

对疑似食源性疾病按时上报，对聚集性

病例（包括横纹肌溶解征病例）及时进

行核查与报告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1.掌握我区职业病危害本底情况，为政府相关部门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

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对职业健康风险进行评估及预警预测，为政府部门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减少职业病危害

提供指导性建议；2、研究分析我区重点职业病（包括疑似病例）的发病

特点、变化趋势和规律，为我区制定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技术依据。通

过医疗机构主动监测食源性疾病病例，发现食源性疾病散发病例，掌握

我辖区主要食源性病原体的种类及其可疑食物信息,提高食源性疾病暴发

早期识别、预警与防控能力，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85% 无 无

10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国家免疫耗材及服务 69.65 69.65 69.65 0.00 100.00%

长期目标：1、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2、全年无白喉病例发生；3、百日

咳发病率低于1/10万；4、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年度目标：卡介苗、脊髓灰

质炎糖丸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等接种率≥90％，

流脑疫苗、甲肝疫苗接种率≥85％

长期目标：1、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2、全年无白喉病例

发生；3、百日咳发病率低于1/10万；4、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

。年度目标：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

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等接种率≥90％，流脑疫苗、甲肝疫

流脑疫苗、甲肝疫苗接种率≥85％ 完成 百日咳发病率低于1/10万 完成 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适龄儿童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剂次数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11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计免规划管理 30.00 30.00 30.00 100.00%

长期目标：1、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2、全年无白喉病例发生；3、百日

咳发病率低于1/10万；4、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年度目标：卡介苗、脊髓灰

质炎糖丸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等接种率≥90％，

流脑疫苗、甲肝疫苗接种率≥85％

长期目标：1、继续维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 2、全年无白喉病例

发生；3、百日咳发病率低于1/10万；4、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

。年度目标：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

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等接种率≥90％，流脑疫苗、甲肝疫

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接种率≥90％ 完成 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 完成 麻疹发病得到有效控制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市民接种疫苗的健康意识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12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 385.52 385.52 385.52 100.00% 聘用人员工资顺利发放 聘用人员工资顺利发放 发放40名聘用人员工资 完成 聘用人员工资顺利发放 完成 每月按时支付工资支付及时率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13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卫生应急处置 16.76 16.76 16.76 100.00%

建立并完善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处

置水平，为辖区居民健康安全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建立并完善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

急队伍的应急处置水平，为辖区居民健康安全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持续更新17个《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预案》、建立《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管理

工作制度》，开展应急演练1次。
完成

建立并完善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

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处置

水平，为辖区居民健康安全做好应急保障

完成
建立并完善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

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

处置水平，为辖区居民健康安全做好应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按要求完成《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预案》、《深圳市龙岗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管理工作制度》，每年开展应急演练，组织应急队

员培训学习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14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专用设备购置 54.87 54.87 54.87 100.00%

保障日常及突发疾病控制检测和处置；日常及突发疾病控制检测和处置得到充分

保障

保障日常及突发疾病控制检测和处置；日常及突发疾病控制检测

和处置得到充分保障
采购专用设备一批 完成

政府采购指定渠道采购，保证品质合格率

98%以上
完成 按时支付货款支付及时率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单位正常运行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完成 无 无

15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防控-基本公卫 40.83 40.83 40.83 100.00%

通过长期、连续的监测，建立覆盖我市的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网络，逐

步开展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风险评估，揭示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为采取有

效干预措施、保护公众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根据《深圳市碘缺乏病防治项目实施方

案》的要求,为有效落实碘缺乏病的各项防治措施，加强碘缺乏病的监测和防治能

力建设，完善碘缺乏病的长效防控机制,预防碘缺乏病的发生

按照省、市方案的要求，、开展监测点的PM2.5监测和人群健康影

响调查;抽查孕妇、8-10岁儿童，进行碘缺乏病监测，包括尿碘含

量、家庭食用盐碘含量检测。

每月开展监测点的PM2.5监测工作，进行小学生健康问卷调查；抽查100名孕妇和200名8-10岁儿童，进

行碘缺乏病监测。
完成

每月10-16日对监测点PM2.5浓度进行连续

24小时监测、分析；抽查100名孕妇和200

名8-10岁儿童，进行碘缺乏病监测，包括

尿碘含量、家庭食用盐碘含量检测

完成 按相关项目检测时间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系统掌握饮用水卫生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饮用水安全隐患，防范

饮用水污染危害人群健康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意度达85%

职业病防治科今年3月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职业病防治

项目经费47万元，原计划用于职业健康宣传视频制

作、防保所职业健康监护系统数据与省平台对接、

培训、仪器设备及调查终端购置等内容。由于今年

疫情影响，科室专业技术人员要兼顾新冠疫情防

控，科室日常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加上今年国家、

省、市的专项任务时间紧、任务繁重，在完成国家

、省、市专项工作的同时，科室部分工作难以按照

计划开展，故导致部分支出未能按照计划进行支

出；另外，原拟于购买调查终端设备的款项由于区

财政未能通过，这部分款项也未能支出。2020年度

中央转移支付职业病防治项目经费共支出款项

191390元，剩余278610元，现申请结转至2021年，

继续用于重点职业病监测与尘肺病例随访回顾性调

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重点行业职业

病危害现状调查。

2021年支出

16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控-艾滋病防治 71.03 71.03 71.03 100.00%

通过积极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控制措施，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有效控制性

传播，提高各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降低重点人群的新发感染率，降低艾滋

病病死率，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不断减少社会歧视，遏止疫情快速增长

势头，将我区疫情控制在较低水平。

 90%以上 各类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均达到 90%以上 完成
病例报告首次随访完成率、及时率超过

95％、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超过95%
完成 哨点监测完成率达 100％；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减少社会歧视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17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防控-应急办 23.00 23.00 23.00 100.00%

按省文件要求建立区级突发急性传染病卫生应急队，包括队伍建设、配置装备，

完成全市区级队伍验收取得优秀队伍。

按省文件要求建立区级突发急性传染病卫生应急队，包括队伍建

设、配置装备，完成全市区级队伍验收取得优秀队伍。
 卫生应急队伍配备20套 完成

完成区级队伍验收取得优秀队伍称号，按

排名得分
完成 项目按期完成率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较上一年增强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18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疫情防控 6,181.39 6,181.39 646.65 5,534.74 100.00%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完成 物资合格率达到98% 完成 按相关项目检测时间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护区人民群众健康，遏制疫情蔓延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19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控-微检科 3.00 3.00 3.00 100.00% 根据文件要求采购相关试剂耗材 根据文件要求采购相关试剂耗材 根据文件要求采购相关试剂耗材 完成 物资合格率达到98% 完成 按相关项目检测时间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护区人民群众健康，遏制疫情蔓延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20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龙岗区卫计系统2019年急救设备购置项目-龙

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50.00 750.00 750.00 100.00% 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正常投入使用。 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正常投入使用。 完成采购疫苗冷链温湿度实时监控系统、 疫苗智能柜、疫苗储存用医用冰箱

采购疫苗智能柜208台、疫苗储存医用冰箱215台及配

套温湿度实时监控系统

维持疫苗处于规定的保冷状态，保障质量

和预防接种安全

预防接种单位疫苗和

冷链管理规范率≥95%
2020年底完成

所有接种单位设备安装调试
系统设备安装验收完成率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辖区疫苗接种管理质量

加强疫苗储存、运输、使用等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保障预防

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不适用 不适用

市民对疫苗质量和接种服务满

意
满意度达85% 无 无

21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当年财力（通用项目） 182.49 182.49 182.49 100.00%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完成 物资合格率达到98% 完成 按相关项目检测时间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护区人民群众健康，遏制疫情蔓延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22
龙岗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防控一线工作 6.27 6.27 6.27 100.00%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根据疫情防控采购相关物资耗材 完成 物资合格率达到98% 完成 按相关项目检测时间完成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护区人民群众健康，遏制疫情蔓延 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者及上级领导对该项目满

意度达到85%以上
满意度达85% 无 无

8,852.73 8,852.73 2,379.23 6,473.50 100.00%

年初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整体完成情况
 其中：财政拨款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合计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

预算金额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2020年度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算项目绩效目评表
部门名称（盖章）：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实际支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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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合计  非财政资金
预算支出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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