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年度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公共事务中心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盖章）：深圳市龙岗区南湾

街道公共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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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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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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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 年度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

1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

街道公共事务中心

食品和药品监管 130.5 130.5          -          -       130.50          130.50     -            -   100.00%
提升基层食品安全快检能力和快检覆盖面 ，加强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感 ，提高市  民食品安全近

距离感受度 ，助力打造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 。
已完成

1.日常快速抽检批次以辖区农贸市场和商超为基础 ，每日进行抽检 69批次/天

2.定量风险监测批次针对突出食品安全问题 、 区域和高风险食品品类进行重

点监管800批次/年3.户外广告宣传时长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进行为期 6个月的

户外广告宣 4.应急演练次数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不低于 1次Hz

已完成

食品综合管控情况完成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城市的工作指标 ，开展食品抽样

检测，检测合格率达  95%以上，强化

快速检测能力 ，辅助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提高市民对深圳创建食品安全城

市工作的知晓度 、参与度和满意度

已完成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时及时完成抽检不合格样

品 整治工作及食品安全隐患排査整治工作限 2.科

普讲座及培训时限和

全年不定期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

训 共20场次

及时
1.经费支出额度严格按照预算控制成本 ，经费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

定。2.预算支出执行率 5=90%
已完成

降低食品安全经济

损失有效降低食品

安全事件发生率 ，

不高于2件

低于2件

食品安全提升程度全面提升辖区基层食品安

全快检能力和快检覆盖  面，加强食品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感 ，提高辖区居民食品安全

近距离感受度 0

生产经营者食品

安全责任感有效

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食品安全提升程度 显著提升

市民对食品安全管控满意  度市民

对食品安全管控满意  度市民对食

品安全管控满  意度不低于 96.63%

满意度 ≥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0月份上完班子会 ，预计10月支付

4 文体事务 33.36 33.36          -          -        33.36           33.36     -            -   100.00%
推动全民健身  ，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不断满 足辖区居民文化活动的需求  供给

。
已完成

1.全年开展文体活动场次 >25场（次）2.青少年公益培训课时 >250课时3.电影

进社区播放安全知识场次不低于 48场次4.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覆盖率覆盖 14个

社区覆盖率 100%5.参加第8届《彩虹计划》舞出我梦想少年街舞大赛人数来自

上海、福建、湖南、佛山、汕尾、中山、广州等地区 ，超过600名选手报名参

加

已完成
1室外体育设施的更换 、维修保质保

量完成
已完成

4.26世界知识产权知识宣传活动 4月26日当天 2.长

跑日、拨河比赛 11月1日长跑日当天举行
已完成 成本控制率 ≤100%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辖区居民幸福指数居民综合素养通知开

展各种类型的文体活动 、公益培训等 ，使居

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并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居民幸福指数的上升 提升
参与交流展人员满意度 （≥ 

996.63% ）
满意度 ≥96.64% 预算执行进度  偏慢

己调整了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形式 ，逐步

开展活动。

5 就业管理 3 3          -          -         3.00           3.00     -            -   100.00%

1.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有效的岗位信息和职业介绍 ，为有用人需求的各类单位提供高效优质的用

工服务，缓解辖区企业技术人才短缺问题 ，促进辖区企业与各地技术院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

2.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有效的岗位信息和职业介绍 ，为有用人需求的各类单位提供高效优质的用

工服务。

3.促进我区企业与各地技术院校之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 实现人才流动互补双赢 ， 为我区产

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缓解我区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

已完成

1.发布用工报告数量 ≥4份2.举办创业服务活动场次 ≥3场3.走访人才 E站企业

数≥100家次4.举办就业观大讲堂场次 ≥2次5.举办公益招聘会场次 ≥6场6.举

办百校行活动场次 ≥1场7.举办校企联谊场次 ≥1场8.公益招聘会吸引参会企业

数≥60家企业/每场9.校企活动吸引参会企业数 ≥15家企业/每场

已完成

1.人才E站微信工作群入驻企业总数

≥300家2.创业服务人数 ≥30人次3.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数 ≥40份4.走访高

等院校数≥5家5.城镇登记失业率 ≤

3%

已完成 各项活动完成及时率 ）按计划完成各项活动 已完成 经费需求 51.39万元2.预算指标执行率 ≥90%
项目实际支出等于

预算金额

年末高校毕业生总

体就业率（%）对

于有就业意愿 、不

挑不拣的，实现

100%就业

已完成

为辖区企业提高精准的人力资源服务 ，在辖

区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提高办事质量和服务

水平2.为各类求职者提供有效的岗位信息和

职业介绍，为有用人需求的各类单位提供高

效优质的用工服务 ，缓解辖区企业技术人才

短缺问题提高办事质量和服务水平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有所提高 提升
参与就业培训课程人员的满意度

为 96.63%
满意度 ≥96.65% 支岀执行进度偏慢

加快开展各项工作和经费的使用 ，第四

季度即将开展 “蓝领聚龙”系列活动 ，

可支付相关经费

6 扶持就业 269.39 269.39          -          -       269.39          269.39     -            -   100.00%

根据相关政策及时制定项目预算 ，大力落实和兑现补贴资金 ，能够进一步促进户  籍就业困难

人员实现多种形式就业 ；落实省、市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对就业困难  人员积极提供各项就业

服务和就业援助 ，以及为全区户籍高校毕业生 、建档立卡贫  困人员和其他失业人员实现创新

创业提供服务 。

2021年：1.给不少于 45名人员发放灵活就业补贴 ；2.给不少于 2名就业困难人员发  放招用补

贴；3.给不少于 30人发放初创企业补贴 ；4.给不少于 50户企业发放场租  补贴；5.给不少于 130

人发放创业社保补贴 ；6.给不少于 10人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  贴；7.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务 75

人以上；8.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 3家；9.社保补  贴目标服务企业 3家。

已完成

1.发放灵活就业补贴人数 N45人2.发放就业困难人员招用补贴人数 N2人3.发放

初创企业补贴人数 N30人4.给企业发放场租补贴家数 N50家5.给企业发放创业社

保补贴人数 2130人6.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N10人7.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

务人 数N75人8.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卫 3家9.社保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

数习家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按计划发放各项补

贴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按照相关政策文件规定时限完

成
已完成 年度所需经费不低于 126.02万元（区人加 ）2.预算支出执行率 N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全街道登记失业率 W3%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有所提高 提升 就业人员调査满意度 96.63% 满意度 ≥96.66%

8 办公设备购置 0.71 0.71          -          -         0.71           0.71     -            -   100.00% 保障和改善办公条件 ，确保工作正常 、高效开展 已完成
购置办公设备种类 ≥10种2.采购台式电脑数量 ≥20台3.采购空调数量 ≥20台4.

采购打印机数量 ≥5台5.采购办公卡座数量 ≥5套
已完成 采购办公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已完成

办公设备购置及时率采购计划送审后及时下单采

购
及时 办公设备购置标准严格按市 、区有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

项目实际支出等于

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工作人员工作效率的提升程度有所提升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职员满意度 ＞95% 满意度 ≥96.67%

9 动物防疫防控 921.59 921.59          -          -       921.59          921.59     -            -   100.00%
对硬件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完善消防设施 、供水供电设施 、排水排污设施 、通风  设施、卫生设

施、经营设施、市场装修 、公共服务等硬件基础设施 、完善市场管  理制度，优化经营模式 。
已完成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验收补贴按照文件要求计算各农贸布场升级改造补贴金额 已完成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的质  量进行星

级认定升级改造 2个农贸市场通  过星

级认定，对改造面积  进行补贴，改

造农贸市场  评级均为五星级

2个均己达到星级标准

社区防疫员工作经费发放  时限按照文件要求规定

时间完 成社区防疫员工作经费发放 2.完成验收及

星级评定时限按照区规定时间内完成农  贸市场改

造验收及星级评  定

已完成

经费支出控制情况严格按照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 

深圳市龙岗区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实施方案 》的通知 进行补贴计算 ，经

费使用 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 。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促进拉动消费经济市场升级改造完成后有效

拉动市民消费 ，促进市场交易额

有效促进市场消

费

市场环境提升情况完成辖区农贸市场硬件设  

施改造和软件管理升级 ， 将我区农贸市场建

设成为 布局合理、清洁卫生 、安 全有序、

配套齐全、管理 制度完善、流通方式先进  

的农贸市场 ，营造健康文  明、安全舒适的市

场消费 环境。

有效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市民对市场升级改造满意  度市民

对市场升级改造满意度不低于

96.63%

满意度 ≥96.68%

10 疫情防控 1,148.03 1,148.03          -          -     1,148.03        1,148.03     -            -   100.00% 落实上级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群防群控总体部署要求 ，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 已完成

1.疫情防控人口数  （辖区常住人口数 ）覆盖辖区人口数约 55万2.疫情防控社

区工作站数量覆盖社区工作站数毋 14个3.健康驿站数量依据疫情情况建设健康

4.健康驿站聘请安保力量依据驿站数量配备不低 5.健康驿站累计接收隔离人员

数应收尽收隔离人员数 6.三位一体累计隔离人员数应收尽收三位一体累计隔离

人员数7.大型新冠疫苗接种点数 a根据疫苗接种情况设立 8.新冠疫苗累计接种

数量按要求应接尽接 9.大规模核酸检测点数量按疫情情况设置 10.大规模核酸

检测人次按要求应检尽检 11.大规模核酸检测开展次数按要求应检尽检 12.购买

防疫物资和设备经费按要求执行

已完成
1.低风险地区保持情况未设置 2.落实

疫情防控能力
已完成

1.规定时间内协助任务完成率 100%2.健康驿站启

用时限
已完成

1.经费支出审核流程规范性严格按街道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疫情期间的

相关规定规范经费支岀 2.财政经费追加额度未设置
已完成

1.降低疫情导致的

经济损失有效降低
已完成

1.民疫情防控相关知识知晓率普遍知晓 2.疫

情防控群防群控成效取得较好成效 3.阻断病

毒传播途径落实效果有效落实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有效推进 提升
社区居民对疫情防疫满意度收到

居民书面投诉不超 5份
满意度 ≥96.69%

合计   2,506.58        2,506.58  2,506.58       2,506.58  

今天不说刘畊

宏我只说刘畊

宏的妻子王婉

霏 - 简书

https://www.jianshu.com/p/d45ec4afb4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