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 年度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盖章）：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单位：万元

序号 部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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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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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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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 1262.35 1262.35 0 0 1,262.02 1,262.02 0 100%
1.预算执行率不低于 100%。                                                                                                                    
2、维持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及安全运行 。

1.预算执行率 100%。                                                                                                                    
2、维持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及安全运行 。

1.全中心体检数 ≦194人 2.聘员人数 89
人                  3.办公设备保养维修数台
式电脑 ： 223台    打印机及复印机 ：

118台4.空调清洗保养维修数 ≤167部

1.全中心体检数 194人               2.聘员
人数89人                  3.办公设备保养维

修数台式电脑 ： 223台    打印机及复
印机：118台                       4.空调清洗
保养维修数 167部

1.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2.人员聘用资质达标率 100%

1.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2.人员聘用资质达标率
100%

1.聘员工资福利发
放时限按月发放  2.
设备维保时限一年

内

1.聘员工资福
利发放时限按

月发放  2.设备
维保时限一年
内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就业岗位增加 就业岗位增加 92% 不适用 不适用
内部满意
度≥90%

内部满意
度90%

无 无

2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16.5 16.5 0 0 16.08 16.08 0 97%
1.预算执行率不低于 100%。              
2.提高生产效率 ，更好的达到固定资产管理的调度及

调整，足额完成年度执行任务 。

1.预算执行率不低于 100%。              
2.提高生产效率 ，更好的达到固定资产管理的调度

及调整 ，足额完成年度执行任务 。

1.自动化设备购置数量 ≤20台电脑 ，

≤10台打印机 、复印机 、空调等 、  ≤
10摄像头 、≤2条码机 。2.办公家具购
置数量餐椅 ，铁皮柜

1.自动化设备购置数量 20台电脑 ，10

台打印机 、复印机 、空调等 、 10摄像
头、2条码机 。2.办公家具购置一批餐
椅，铁皮柜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采购时限一年内
2021年12月完
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设备配置完善 ，提高工
作效率有效

基本设备配置完善 ，提高工
作效率有效达到了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内部满意
度≥90%

内部满意
度95%

无 无

3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专用设备购置及维修 696.82 696.82 0 0 696.82 696.82 0 100%
1.预算执行率不低于 95% 。 2.满足生产需要 ，提高生
产产值的设备保障 。3.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保证检

测检验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1.预算执行率 100% 。 2.满足生产需要 ，提高生产
产值的设备保障 。3.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保证检

测检验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1.专用设备购置台数 ≥61台                          
2.专用设备维修维护设备台数 ≥1725

台               3.设备检定台数 ≤1725台

1.专用设备购置台数 61台                          
2.专用设备维修维护设备台数 1725台               

3.设备检定台数 1725台

1.专用设备购置及维保验收合格率
100%                 2.设备检定合格率

100%

1.专用设备购置及维保验收
合格率 100%                 2.设

备检定合格率 100%

1.采购时限一年内  
2.设备维保 、检定

及时性及时

1.采购时限一

年内 2.设备维
保、检定及时
性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设备检测结果精准 ，提高工
作效率 。有效

设备检测结果精准 ，提高工
作效率 。有效性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内部满意
度≥90%

内部满意
度90%

无 无

4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办公楼修缮 39.1 39.1 0 0 39.1 39.1 0 100%

确保办公楼改造工程及时验收并投入使用 ，完成工程

尾款的结算 。1.预算执行率 ≥95%；2.资金合规率达
100%。

确保办公楼改造工程及时验收并投入使用 ，完成

工程尾款的结算 。1.预算执行率 98%；2.资金合规
率达100%。

办公楼日常零星维修维护 2项和立体车
库                      

办公楼日常零星维修维护 2项和立体车
库 

办公楼和车库状况验收合格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办公楼日常零星
维修维护及时维修
维护。      2.立体车

库维保按时完成

工程结算时间
一年内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车辆管理有序立体车库正常

使用，基本满足内部及社会
车辆的往来需求 。

车辆管理有序立体车库正常
使用，基本满足内部及社会
车辆的往来需求 ,完成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人民群众

满意度不
低于95%

内部满意
度95%

无 无

5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事务管理 2506.66 2506.66 0 0 2,498.68 2,498.68 0 100%

1.预算执行率不低于 95%。2.提高检测工作效率 ，降低
生产成本 。3.满足生产需求 ，做好提高生产产值的材
料保障 。                                                                                        

4.保证专业知识的更新及提高生产效率 。5.提高我站检
测检验的生产和管理水平 。

1.预算执行 100%。2.提高检测工作效率 ，降低生产
成本。3.满足生产需求 ，做好提高生产产值的材料
保障。                                                                                        

4.保证专业知识的更新及提高生产效率 。5.提高我
站检测检验的生产和管理水平 。

1.（政府采购 ）桩基静载设备运输吊
装服务 ≤1360万元                          2.

（政府采购 ）室外检测劳务外包 ≤
883.38万元                                                            
3.（政府采购 ）抗渗服务外包 ≤80万

元

1.（政府采购 ）桩基静载设备运输吊

装服务 1360万元  2.（政府采购 ）室外
检测劳务外包 883.38万 3.（政府采
购）抗渗服务外包 80万元

1.桩基静载 、劳务服务工作验收合
格率100%              2.专用耗材验收

合格率 100%

1.桩基静载 、劳务服务工作
验收合格率 100%              2.

专用耗材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一年内
完成时间一年
内

不适用 不适用
1.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明显提升                    2 .提

升工程质量有所提升

有效提升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人民群众
满意度不

低于95%

人民群众
满意度

95%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