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年度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市政管理中心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盖章）：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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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党建事务 0.80 0.80 0 0 0.80 0.80 0 0 100.00%
学习党史知识，提升职工综

合素质
党建电影观看人次：240人

已完成红色电影观看，学习党史
知识，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次 100%
参与观影人员覆盖率≧

90%
100%

开展观影活动：12月
31日前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职工的综合素质，更好的

服务居民群众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单位职工满意度≥95% 100%

2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办公设备购置 1.30 1.30 0 0 1.30 1.30 0 0 99.85%
提升办公现代化、信息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办公效率

根据工作需求购置办公设备，提
升办公现代化、信息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办公效率
台式电脑2台，激光打印机2台 100% 设备验收合格率≥95% 100% 设备送达及时性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办公人员对配备设备的满意度
≥95%

100%

3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其他一般管理
事务

134.66 134.66 0 0 134.07 134.07 0 0 99.56%
发放在编外职人员工资、社

保、公积金

完成单位在编人员工资福利的发
放，保障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

展，提升服务
发放编外人员6人工资福利 100%

编外人员年度考核合格
率100%

合格率100%
工资发放及时性：按

月发放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
展，提升服务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单位职工满意度≥95% 100%

4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路灯管理 111.42 111.42 0 0 111.42 111.42 0 0 100.00%

1、常态化、高标准做好社区路灯
管养工作，路灯亮灯率做到≥
98%； 2、环保节能灯推广率≥

98%。

对辖区范围内的照明设施进行管养，提
高辖区内的照明设施服务质量，给市民
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确保车、人出行

带来方便

3个社区公园街灯照明及嶂背山公园
登山道街灯照明，2260盏路灯亮灯

100%
1.路灯亮灯率≥98%
2.路灯节能率56.5%

100%
开展路灯管养和改造
及时性：24小时时间

响应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辖区内的照明设施服务质

量，给市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便
利，确保车、人出行带来方便。

100%
倡导节能环保，节约
现有能源消耗量，造

福社会
100% 社会公众满意度≥95% 100%

5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垃圾减量与分
类

836.63 836.63 0 0 827.32 827.32 0 0 98.89%

所有物业小区和城中村按照“集中
分类投放+定时定点督导”模式实
施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开展现场
引导，力争人均厨余垃圾回收量达
0.1公斤/日以上；推进机关事业单
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

完成辖区范围内小区及城中村的督导教
育工作，建立垃圾分类达标单位，全面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有效提升辖区环卫

品质，提升市民居住水平

1.覆盖辖区内123个住宅小区、35
个城中村，开展督导及宣传教育
工作，2.龙城街道办事处及11个
社区工作站建立垃圾分类达标单

位

100%

1.集中投放督导活动参
与率≥95%；

2.辖区内垃圾全量运
收，无害化、资源化处

理达标

100%
垃圾分类处理及时

性：日产日清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提升辖区环卫品质，提升
市民居住水平

100%
减少环境污染，改善

市容环境
100% 辖区群众满意度≥95% 100%

6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垃圾减量与分
类（年中追

加）
50.00 50.00 0 0 49.09 49.09 0 0 98.18%

垃圾收集点分类标准桶外罩
全覆盖

完成采购垃圾收集点分类标准桶
外罩，提高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
的思想认同，并使市民养成垃圾

分类行为习惯

采购垃圾五分类标准桶外罩200个 100%
采购垃圾桶外罩合格率

≥95%
合格率100%

采购垃圾桶送达及时
性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思
想认同，并使市民养成垃圾分

类行为习惯
100%

垃圾分类减少环境污
染

100% 辖区居民满意度≥95% 100%

7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垃圾转运站与
公厕维护

413.00 413.00 0 0 408.77 408.77 0 0 98.98%

围绕龙城街道打造“全国最干净城
市”目标，以环境卫生指数测评为
契机，大力开展环境品质提升行
动，推动龙城环卫品质明显

对辖区范围的市政公厕进行维护、垃圾
转运站进行除臭，大力开展环境品质提

升行动，推动龙城环卫品质明显

市政公厕按合同数量25座维护，
垃圾转运站除臭服务数量为

31座，垃圾收集点40个
100%

垃圾运转站覆盖率
100%；公厕维护达标率

100%
100% 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和加强环卫
队伍建设，推动龙城环卫品质

提升，创造舒适人居环境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居民满意度≥95% 100%

8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绿化管养 320.91 320.91 0 0 315.98 315.98 0 0 98.46%

高标准做好社区绿化管养工作，绿
化品质符合《深圳市农业地方标

准：园林绿化管养规范》、《深圳
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龙岗区
城市绿化管养检查验收办法（试

行）》规定标准

高标准做好辖区范围内的绿化管
养工作，促进绿化植株开花美化

生态环境

一级绿化管养面积153099.79平方
米，行道树4028株；二级绿化管
养149533.5平方米，行道树9705

株

100%
绿化管养考核合格率≥

95%
按要求考核合

格≥98%

绿化工人、车辆机械
化作业应按合同规定
时间完成绿化养护工

作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内市政道路、城中村、绿
地花坛进行修剪整形，清除杂
草，对乔灌木进行养护，促进
绿化植株开花美化生态环境

100%

对黄土裸路进行整
治，绿化植株释放二
氧化碳，净化空气，

改善生态环境

达标率≥95% 辖区居民满意度≥95% 100%

9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其他市政维护 540.71 540.71 0 0 529.69 529.69 0 0 97.96%

围绕龙城街道打造“全国最干净城
市”目标，以环境卫生指数测评为
契机，大力开展环境品质提升行
动，推动龙城环卫品质明显

做好市政公厕的维护，辖区住宅
小区、城中村垃圾处理，大力开
展环境品质提升行动，推动龙岗
街道环卫品质提升，创造舒适人

居环境

市政公厕维护数25座水电费及2260路

灯电费
123个住宅小区、35个城中城大件垃

圾（废旧家具）收运处理

暑期环卫工慰问：1650人
环卫节慰问：1840人

100%

1.公厕考核合格≥98%
2.大件垃圾收运清运率

≥95%
3.环卫人员慰问覆盖率

≥95%

100%

1.公厕大清洁：2次/
日

2.垃圾清理及时性：
日产日清

3.慰问及时性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和加强环卫
队伍建设，推动龙岗街道环卫
品质提升，创造舒适人居环境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企业居民对市政绿化满意

度≥95%
100%

10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清扫清运 14,436.60 ######### 0 0 14,436.60 14,436.60 0 0 100.00%

市政道路机械化清扫保洁做到全覆
盖，道路冲洗符合我市《城市道路
保洁分类管理指标和定额标准表》
规定标准，垃圾收运全过程做到密

闭化

对辖区范围内的保洁重点面积、
城中村进行清扫保洁，垃圾收运
全过程做到密闭化，推动龙城环

卫品质明显提升

清扫保洁重点片区面积
3889834.466㎡，城中村

3322860.75㎡，绿地保洁面积
1565240.4㎡，垃圾转运站数量46

座

100%

重点区域一周冲洗3次雾
炮车每日3次、一般区域
一周冲洗2次雾炮车每日
1次、城中村一周冲洗3
次，按要求考核合格≥

98%

100%
清扫保洁工作时效：

每日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打造龙城“全国最干净城市”
为目标，推动龙城环卫品质明

显提升
100%

辖区内市政道路、城
中村、绿地保持干净
整洁，减少环境污染

100%
辖区居民对市政绿化满意度≥

95%
100%

11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小型基建（年
中追加-补短

板）
105.00 105.00 0 0 99.62 99.62 0 0 94.88%

按管理权限负责街道辖区市
政工程、道路建设等建设工

程的管理

完成垃圾桶外罩的采购，改造公
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垃圾五分类标准桶外罩75个，2座
公厕改造

100%

1.垃圾桶外罩验收合格
率100%

2.各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合格率100%
推进各项小型基建工
程完工进度：按合同

约定时间完成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100%

12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机动经费 14.20 14.20 0 0 14.20 14.20 0 0 100.00%
完成街道对区驻单位的机动
事项、处理好突发事件及临

时工作任务等方面

保障河长制办公室运营，进一步
加强我街道大气、水环境管理保

护工作

河长制办公室技术服务：每月至
少巡查河湖10次，每季度不少于1

次召开河长会议
100% 考核通过率100% 100%

河长制技术服务工作
时间：全年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环保督察，改善污染指
数，提升群众的居住质量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居民群众满意度≥95% 100%

13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市政管理中心

水库河堤与排
水管理维护

33.61 33.61 0 0 33.60 33.60 0 0 99.98%

实现辖区河流管理常态化及
规范化，水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

循环

保障河长制办公室运营，进一步
加强我街道大气、水环境管理保

护工作

河长制办公室技术服务：每月至
少巡查河湖10次，每季度不少于1

次召开河长会议
100% 考核通过率100% 100%

河长制技术服务工作
时间：全年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环保督察，改善污染指
数，提升群众的居住质量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居民群众满意度≥90% 100%

合    计 16,998.84 ######### 0.00 0.00 16,962.46 16,962.46 0.00 0.00 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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