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部门名称 (盖章)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处 (本级)

2021年度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处 (本级)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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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

处 (本级)

2021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1.05 - - - 1.05 - - - 100.00% 完成2021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区国资局调入) 已完成 按要求发放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已完成 服务质量满意 已完成 2021年完成 及时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市民满意度≥ 90% 市民满意度91%

220KV门前 (百门前) 变电站“两通一平”工程 2,230.00 - 2,230.00 - 2,230.00 - 2,230.00 - 100.00% 拟建 20KV前变电站 程场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社区求水山公园林地内南岭公交总站北侧 罗岗路东侧约50米场地为现状山坡 地形起伏较大变电站站址围墙内面积为99250m 设计场坪标高为 850m 现状地面标高 540 36580m 202年4月20日累计下达项目计划指标80万 0 用于该项目 程  程进度款及其他外滩费 预计完成 拟建变电站站址围墙拟建变电站站址围墙内面积为4795.5m’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已完成 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220KV 门前百门前)变电站 “两通一平”工程建设工程成本控制<100% 成本控制<100%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有效改善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减少污染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安全系数提高 片区居民满意度>90% 使用者满意度>90% 1  山顶西侧存在两座顶塔及一组三相电缆需迁移 2需供电局协助办理采伐证手续 积极协调相关单位，正常推进工作

安全监管监察 693.70 693.70 - - 602.45 602.45 - - 86.84% 完成市、区职能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和街道安全生产常规任务 已完成 1  重点行业企业整治数200家 2  聘请安全专家人数 15人 3  举办宣传活动现场会次数不低于 2次 4  辖区纳管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安监办基层安全监管工作人员100%全覆盖 5  评估企业数15000家 已完成 重点行业企业隐患整治率 00%2 同时具有国家 级注册消防 程师资质证书 注册安全 程师资质证书的4  注册安全 程师 人 已完成 宣传活动现场会时间节点 1  防灾减灾日启动仪式 5月12日 2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6月份内 ) 已完成 1、成本控制率≦100%；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1  有效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经济损失  2  有效降低安全生产事故人员伤亡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逐步提高辖区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提升程度 已逐步提高 宣传对象满意度普遍满意≥95% 满意度达98%

办公设备购置 120.58 120.58 - - 107.13 107.13 - - 88.84% 通过采购必备办公物资，为街道工作人员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 已通过采购必备办公物资，为街道工作人员改善工作条件， 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 1  采购办公物资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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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办公设备采购计划送审后及时下单采购 已完成 办公设备购置标准严格按市、区有关规定执行政府采购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工作人员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工作人员的办公满意度≥90% 工作人员的办公满意度达100%

财政事务 19.32 19.32 - - 19.32 19.32 - - 100.00% 等      要      等  例 编            基             制制 加       新 新要 已完成 1、支出报销审核单位数 2、 会计记账账套数量3、会计审核报账总金额≥7亿元4、会计凭证装订本数 ≥1000本 已完成 1、年度常规财政财务报表编制质量 2、凭证装订合格率 已完成 1、按时完成财政财务报表编制2、工资发放及时率 及时 部门预算支出额度  (不超过94  15 万元) 2021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街道财政工作运转效率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科学性 逐步提高 群众的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进度偏慢 预计第四季度开展培训工作，并支付系统软件维护费用

残疾人扶贫 210.70 210.70 - - 209.34 209.34 - - 99.35% 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发放两项补贴 ，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 已完成 两项补贴  (含护理补助和困难生活补助)  人数 已完成 补助金的发放率≥100% 已完成 补助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1、 2021年预算 182 4万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2048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促进残疾人就业程度 有效促进 解决残疾人生活困难 ，提高残疾人就业，提高残疾人的参与感 、幸福感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切实帮助残疾人解决特殊困难 解决残疾人生活困难 辖区残疾人对残联工作的满意度≥ 95%满意 不低于96.63%

残联事务 1,299.87 1,299.87 - - 1,296.51 1,296.51 - - 99.74% 完善社区残疾人康复环节提高康复效果使残疾人康复后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加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扶持残疾人就业 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展形式多样的残疾人活动 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 4  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  完善残疾人民生福利补贴制度 5  充分发挥街道残联 街道职康中心社区残协等机构的服务职能 为辖区残疾 服务 已完成 1、困难补助  (包含一次性临时补助、 残疾人住房补助、大学生补助) 人数2、残疾人体检参与人数 ≥100人 已完成 残疾人未就业率 ≤15% 已完成 补助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残联事务总支出金额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促进残疾人就业程度 有效促进 解决残疾人生活困难，组织残疾人就业培训活动，提高残疾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残疾人的参与感、幸福感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完善社区残疾人康复环节 做到按需康复实现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 逐步完善 辖区残疾人对残联工作的满意度≥ 95%满意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  按月发放每月约 2175088元 预计12 月 支付率92% 2 加快整理报账资料确保 11 12月完成或支付

残联事务 (居家安养) 17.60 17.60 - - 17.45 17.45 - - 99.15%        社
区居家残疾人康复环节提高康复效果使残疾人康复后更好的融入社会 2  加大居家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扶持残疾人就业  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3  展形式多样的残疾人活动 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  4保障居家残疾人基本民生 完善残疾人民生福利补贴制度 5充分发挥街道残联  街道职康中心 社区残协等机构的服务职能为辖区残疾 已完成 1、困难补助  (包含一次性临时补助、 残疾人住房补助、大学生补助) 人数2、残疾人体检参与人数 ≥100人 已完成 残疾人未就业率 ≤15% 已完成 补助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残联事务总支出金额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促进居家残疾人就业程度 有效促进 解决居家残疾人生活困难 组织居家残疾人就业培训活动 提高居家残疾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居家残疾人的参与感 幸福感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完善居家残疾人康复环节 做到按需康复实现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 逐步完善 居家残疾人对残联工作的满意度≥ 95%满意 不低于96.63%

残联事务 (职康服务辅助性就业津贴) 4.00 4.00 - - 3.05 3.05 - - 76.33% 完成残联事务  (职康服务辅助性就业津贴) 已完成 1、 困难补助对职康服务辅助性就业津贴人数2、残疾人体检参与人数 ≥100人 已完成 残疾人未就业率 ≤15% 已完成 就业补贴发放的及时性 及时 残联事务总支出金额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促进残疾人就业补贴程度 有效促进 解决残疾人就业补贴生活困难， 组织残疾人就业培训活动， 提高残疾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残疾人的参与感、幸福感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对于延续性项目，为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完善残疾人康复就业补贴环节做到按需康复 实现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 对残疾人就业补贴对残联工作的满意度≥95%满 不低于96.63%

城市管理 1,086.13 1,086.13 - - 1,036.75 1,036.75 - - 95.45% 根据市城管局每月环境卫生指数测评 全面开展街道辖区的城市环境品质提升行动 全方位地确保完成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工作提升辖区内环境测评指数 已完成 1  爱卫“四害” 消杀面积不低于400万平方米 2  管养市政路灯盏数 ≥ 6000盏 3  防蚊闸维护数量 ≥ 3000个 毒鼠屋维护数量≥6000个 4 悬挂国旗灯笼的道路条数≥4条 5 宣传活动次数≥2次 已完成 1、 市政路灯亮灯率≥95%；2、环卫消杀合格率≥90% 已完成 1 2021年12月之前完成 2 环卫消杀工作及时完成  3  路灯管养工作及时完成 及时 1 2021年预算经费支出额度795 130189万 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市容环境提升有效性 —通过控制居民区及公共场所的卫生死角，开展四害消杀改善市容环境 有效改善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面貌 有效提升  通

爱卫的四害消杀 督查督办等环境卫生管理 作提升环境卫生指数 从而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幸福感  环境卫生指数 升 有效提升 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满意度≥90% 群众满意度达96.63%

党建事务 187.17 187.17 - - 187.16 187.16 - - 100.00%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目标和计划，协同有关部门落实重点项目的推进 已完成 1  园区开展活动场次不少于10 场 2 两新组织党务培训场次不少于2场 3 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建设数量不少于个 2 4  议事定费组织员在岗人数3人 5 两新组织党务干部工作补贴发放人数超过200人6  预算支出经费控制数 已完成 1  两新党组织覆盖率  党员转入率≥80%2  两新组织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参与率≥90% 已完成 两新党组织开办时限 及时 1  两新党组织书记  副书记  委员工作补贴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按文件要求完成发放 不适用 不适用 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80%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党组织在非公企业的影响力、 凝聚力 逐步提高 两新组织党员、企业 、员工对党建工作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党廉建设 20.50 20.50 - - 20.50 20.50 - - 100.00% 按照中央省 市 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全面开展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 规范受理办理信访投诉  扎实推进常态化廉政教育和纪律作风监督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有效打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社会氛围 已完成 开展培训活动6场次， 聘请专家1 - 2个， 发放书籍不少于3批 ，印制宣传资料及宣传品约3000份等 。 已完成 有效完成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考核各项指标 已完成 党风廉政考核工作 及时 1、 纪检工作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指标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廉政教育和反腐败、 保障高压反腐、廉政教育和作风监督等工作质量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廉政教育和反腐败 保障高压反腐、廉政教育和作风监督等工作质量 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达到95%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目前已抓紧筹备各各项工作，争取在 11月份支出

党政事务 349.97 349.97 - - 320.94 320.94 - - 91.71% 紧紧围绕街道工作大局按照“ 服务领导服务发展 服务基层”的工作要求 抓好综合协调 办文办会文稿提升 督查检查改革创新 便民利民等各项工作 增强统筹协调力度全力提升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中枢纽带作用 已完成 1 完成市 区党政信息刊物投稿数量 420份2 出版《 南湾信息》刊物期数 10期 3 信息安全扫描次数 3次4 行政大厅宣传次数 10次 已完成 1  办 执法大楼武装部网速上下行不低于 50兆 二办网速上下行不低于 20兆 2  建设社区自助终端覆盖率100% 已完成 1  政务服务全街通邮寄及时率100%2  行政大厅办事完成及时率100% 及时 预算执行完成率98%以上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政务服务市民满意度100%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机关运行效率 逐步提高 政务服务市民满意度90%以上 不低于96.63%

动物防疫防控 3.79 3.79 - - 3.79 3.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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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免疫宣传活动次数  展狂犬病强制免疫宣传活动 5次  防疫物资储备质量 依据《 深圳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第六项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保障  3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验收补贴 按照文件要求计算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补贴金额 已完成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星级认定 升级改造农贸市场通过星级认定对改造面积进行补贴) 已完成 制 限  制     限      限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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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动消费经济 市场升级改造完成后有效拉动市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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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市民对市场升级改造满意度≥ 85% 市民满意度87%

扶持就业 121.63 121.63 - - 121.63 121.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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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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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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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 发放灵活就业补贴人数≥45人2发放就业困难人员招用补贴人数 ≥2人3  发放初创企业补贴人数≥30人 4给企业发放场租补贴家数 ≥50家5  给企业发放创业社保补贴人数 ≥ 30 人6  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0人 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务人数 ≥ 5人8  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家39 社保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3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及时 1  年度所需经费不低于12602万元区人力局追加 )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对于有就业意愿 不挑不拣的 实现100%就业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已完成 1、促进户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80人2、全街道登记失业率 ≤3%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 有所提高 就业人员调查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扶持就业 (年中统筹追加) 750.00 750.00 - - 749.76 749.76 - - 99.97% 制  和 能             和      和 创新创              创       创 保    创 基        保 已完成 发放灵活就业补贴人数≥45人2发放就业困难人员招用补贴人数 ≥2人3  发放初创企业补贴人数≥30人 4给企业发放场租补贴家数 ≥50家5  给企业发放创业社保补贴人数 ≥ 30 人6  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0人 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务人数 ≥ 5人8  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家39 社保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3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及时 1  年度所需经费不低于12602万元区人力局追加 )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对于有就业意愿 不挑不拣的 实现100%就业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已完成 1、促进户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80人2、全街道登记失业率 ≤3%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 有所提高 就业人员调查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扶持就业 (中央补助) 287.44 287.44 - - 287.44 287.44 - - 100.00% 制  和 能             和      和 创新创              创       创 保    创 基        保 已完成 发放灵活就业补贴人数≥45人2发放就业困难人员招用补贴人数 ≥2人3  发放初创企业补贴人数≥30人 4给企业发放场租补贴家数 ≥50家5  给企业发放创业社保补贴人数 ≥ 30 人6  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0人 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务人数 ≥ 5人8  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家39 社保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3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及时 1  年度所需经费不低于12602万元区人力局追加 )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对于有就业意愿 不挑不拣的 实现100%就业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已完成 1、促进户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80人2、全街道登记失业率 ≤3%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 有所提高 就业人员调查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扶持就业 (中央转移支付) 15.00 15.00 - - 15.00 15.00 - - 100.00% 制  和 能             和      和 创新创              创       创 保    创 基        保 已完成 发放灵活就业补贴人数≥45人2发放就业困难人员招用补贴人数 ≥2人3  发放初创企业补贴人数≥30人 4给企业发放场租补贴家数 ≥50家5  给企业发放创业社保补贴人数 ≥ 30 人6  发放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 0人 基层就业补贴目标服务人数 ≥ 5人8  招用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家39 社保补贴目标服务企业家数 ≥3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已完成 按时足额发放补贴 及时 1  年度所需经费不低于12602万元区人力局追加 )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对于有就业意愿 不挑不拣的 实现100%就业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已完成 1、促进户籍失业人员实现就业≥80人2、全街道登记失业率 ≤3%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就业创业环境 有所提高 就业人员调查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妇联工作 49.00 49.00 - - 49.00 49.00 - - 100.00% (2) 做好街道商贸、 金融、旅游等行业的服务， 宣传非法集资及银企对接金融服务。 已完成 1 重点节日慰问困境妇女  儿童数 ≥100人2“三八”“ 六一”重点节日庆祝活动数  ≥2场3  普法维权宣传活动数≥ 3场4 幸福家庭创建活动数 ≥2场 5 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知识普及宣传数≥ 3场 已完成 信访案件办结率 %)≥  99%及时  高效地为来访的妇女群众调解婚姻家庭矛盾)) 已完成 接访处理妇女儿童及家庭纠纷及时性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2021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妇女儿童对社区工作的满意程度 (≥ 90%) 不低于96.63%

工程建设事务 696.32 696.32 - - 696.00 696.00 - - 99.95%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的城市建设工作目标和计划 协同有关部门落实重点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负责南湾街道项目的前期规划报送区相关部门立项立项后组织该项目的建设 已完成 1、老旧危房补贴发放户数超过600户；2、实施工程数量不低于 10个；3、组织业务骨干参加专业知识培训场次超过1期 已完成 和要     和墙    墙  和要     和墙    墙 和要 已完成 小散工程备案时限性 (按要求办理) 及时 1、工程款超付率5% 以内；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道路建设  消防管网建设边坡挡墙 文体设施等建设 程的管理 燃 行业监督管理建设 程方面的劳资纠纷 整体提升辖区内的经济效益 已完成 协助市 区有关部门开展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  维修租售及监管等工作  改善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完成率100%) 有所提高 生态环境改善程度 通过实施市政 程  道路建设  消防管网建设 边坡挡墙  文体设施等 程 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有所提升 规范管理小散工程 逐步规范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不低于80% 满意度＞80%

轨道14号线共建综合管廊 63.00 - 63.00 - 2.23 - 2.23 - 3.55%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轨道 14号线共建综合管廊项目   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轨道14 号线共建综合管廊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轨道交通10号线 4.00 - 4.00 - 3.85 - 3.85 - 96.17%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轨道交通10号线项目 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轨道交通10号线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轨道交通14号线 235.00 - 235.00 - 208.75 - 208.75 - 88.83%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轨道交通14号线项目 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轨道交通10号线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机动经费 805.85 805.85 - - 804.26 804.26 - - 99.80%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预备一定金额的机动经费 以用于全街道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 为街道各项不可预见的应急工作或临时性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确保全街道的正常运转与职能工作的连续性 已完成 1、保障社区工作站数量14 个社区工作站2、 服务辖区人口数量约55万人 3、 突发事件处置数量超过2个 已完成 街道机动经费保障程度 已完成 处置突发事件经费保障及时性 及时 机动经费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2021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街道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有效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90%以上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各部门项目预计在第四季度开展 ，需要付款

机动经费优抚支出 4.81 4.81 - - 3.90 3.90 - - 81.06%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预备  定金额的机动经费  南湾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共有 4名 作人员  公务员人编外职 人聘员人社 人 按照有关文件进行实施过发放优抚对象定补 重大节假日慰问金 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属体检分 明确  责任到人  202 年预算 2062万元所需经费纳入202年部门预算 由区财政局全额保障 已完成 1、重点优抚对象人数当年认定人数 (2020年44 人)  2、优抚对象数量 已完成 街道机动经费保障程度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及时完成 作任务完成率 00% 已完成 处置突发事件经费保障及时性 2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 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202 年2月 及时 1  机动经费使用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2044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1、提升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2、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 逐步提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吉厦社区公园提升工程 17.97 17.97 - - 17.97 17.97 - - 100.00% 完成吉厦社区公园提升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吉厦社区公园提升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 31日前完成吉厦社区公园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集体资产管理事务 10.05 10.05 - - 7.02 7.02 - - 69.89% 通过审计 检查股份合作公司财务等是否规范  合法  加强对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对集体用地  发项目复核 确保集体资 保值增值 聘请评估咨询顾问 推进集体用地 发和交易项目的有序进行 通过 展培训股份合作公司文化活动服务  提高人员业务水平促进集体土地合理有序 发 规范公司运作同时促进城中村文化发展 通过活动  以好家风带 已完成 1、召开 2场培训 ，涉及“三会 ”成员、财务人员业务培训 2、 根据工作需要，至少完成1项审计工作或1项复核项目 已完成 知 加  等     题           城 已完成 工作完成时限性 及时 成本控制率≤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股份合作公司提供评估咨询、政策服务等，排忧解难，逐一处理历史遗留等问题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资产管理效率提高度 逐步提升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资产管理效率 馈 更 督     知 督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极推进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 作 在8家股份合作公司换届法举完成后 立即 展文化培自活动2 在 月份前未完成换届选举  拟申请统筹收回部分的预

集资事务 9.21 9.21 - - 9.21 9.21 - - 100.00% 通过审计 检查股份合作公司财务等是否规范  合法  加强对财务等方面的管理对集体用地  发项目复核 确保集体资 保值增值 聘请评估咨询顾问 推进集体用地 发和交易项目的有序进行 通过 展培训股份合作公司文化活动服务  提高人员业务水平促进集体土地合理有序 发 规范公司运作同时促进城中村文化发展 通过活动  以好家风带 已完成 1、召开 2场培训 ，涉及“三会 ”成员、财务人员业务培训 2、 根据工作需要，至少完成1项审计工作或1项复核项目 已完成 知 加  等     题           城 已完成 工作完成时限性 及时 成本控制率≤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股份合作公司提供评估咨询、政策服务等，排忧解难，逐一处理历史遗留等问题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资产管理效率提高度 逐步提升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资产管理效率 馈 更 督     知 督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极推进股份合作公司换届选举 作 在8家股份合作公司换届法举完成后 立即 展文化培自活动2 在 月份前未完成换届选举  拟申请统筹收回部分的预

计生事务 67.03 67.03 - - 66.19 66.19 - - 98.75% 积极推动辖区计生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活 ，不断提升群幸福感、获得感 。 已完成 1、参加孕  (婚)  前优生健康检查居民比例≥80%； 2、服务辖区人数超过 1万人次 已完成 计生工作质量要求 按质量标准和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合格率100%) 已完成 按市区下达工作任务的时间要求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 不超过年度预算) 2  2021年预算 7098万元 已完成 帮助群众劳动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 逐步提升 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积极推进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维护公 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进步 开展计生困难家庭挂钩帮扶工作 有效解决困难群体生活工作问题) 已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计生对象的满意度为96.63% 受疫情影响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数少 各项计生户外宣传活动无法开展 以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交通事务 134.82 134.82 - - 134.82 134.82 - - 100.00% 履行部门职能促使工作高效运转 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提高群众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消除夜间盲点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保障辖区内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已完成 1、 交通劝导次数大于300次；2、禁摩限电整治次数大于 30次 已完成 1  交通宣传活动次数大于 14次 2  骑行者头盔佩戴率超过 85% 已完成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完成时限 及时 1、成本控制率≤100%；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交通出行文明指数 通过交通安全劝导宣传及隐患排查治理 有效增强辖区居民交通安全意识  提升交通文明环境保障居民安全文明出行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交通文明指数上升 根据南湾街道公共文明指数测评问题清单整改不断提升交通文明指数) 有所提升 居民满意度超过90% 计生对象的满意度为96.64% 部分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及项目性质 ，需在第四季度才能支付。 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实施，预计 12月5号前支付完。

经科工作 149.56 149.56 - - 135.61 135.61 - - 90.67% 1)  做好组织申报和协调管理科技计划发展项目 ，负责申报国家高新科技及抓好街道企业科技队伍建设。 已完成 1  再生资源管理达标提升率100%2  每年完成场5宣传 1次宣传月3  开展坡平村69 户贫困户 联川村 58户贫困户中秋春节慰问活动 已完成 非法集资排楼率00%排查 落实 作 优化流程 形成合力  为企业提供 方便 快捷精准 的服务  3顺利通过扶贫 作考核验收 已完成 1 完成每年两次慰问贫困户活动2  完成结对帮扶调研回访工作 及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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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指标执行率≥90% 2021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提升辖区营商环境 有效提升 1 维护社会安全令居民感到资金安全  感受到政府在保护百姓的资金 提高安全感2  设计并建设都市活力区范围内的标识系统 构建统一的南湾街道都市活力区域对外良好形象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打击非法集资发生0案件 维持本年度0案件 辖区企业调查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签订合同。完成支付进度

就业管理服务 48.39 48.39 - - 42.99 42.99 - - 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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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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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3促进我区企业与各地技术院校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实现人才流动互补双赢  为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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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用 报告数量  ≥4份2  举办创业服务活动场次≥场 33走访人才 E站企业数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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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场66 举办百校行活动场次≥  场 举办校企联谊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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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家企业每场 已完成 人才 E站微信  作群入驻企业总数≥300家2  创业服务人数≥ 0人次3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数 ≥40份 4 走访高等院校数≥ 家55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已完成 各项活动完成及时率 及时 1、经费需求51  39 万元2、预算指标执行率≥90% 已完成 对于有就业意愿、不挑不拣的，实现100%就业 对于有就业意愿、不挑不拣的，实现100%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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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人群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加快开展各项工作和经费的使用 第四季度即将发展“蓝领聚龙”系列活动可支付相关经费

康乐社区宝西路提升工程 7.12 7.12 - - 7.12 7.12 - - 100.00% 完成康乐社区宝西路提升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康乐社区宝西路提升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 12月31日前完成康乐社区宝西路提升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垃圾减量与分类 945.79 945.79 - - 771.53 771.53 - - 81.58%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 已完成 1  专人定时定点督导物业小区186个点督导时间不少于 270天 城中村118个点督导时间不少于 123天)  2  物业小区垃圾分类点超过150个  3  城中村垃圾分类点超过100个 4  大件垃圾清运回收量超过5000吨 已完成 督 做 督       别        题和  督 更 等   圾 督 已完成 1  大件垃圾清运时限  及时清理 )  2  厨余垃圾清理时限 日产日销)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2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 ) 已完成 垃圾分类促进资源利用循环经济发展 有效促进 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提高程度 大幅提高 垃圾分类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程度 有效促进 垃圾分类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程度 逐步提高 市民对垃圾分类成效满意度≥ 96% 不低于96.63% 大件垃圾消运结算工作时间较长9月底仅支付到7月份费用 影响支付进度 已开展督促工作，督促承接单位、 结算审核单位加快安排结算工作。

垃圾转运站与公厕维护 403.30 403.30 - - 329.41 329.41 - - 81.68% 垃圾转运站日常管理服务属于市 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项目 每月接受市 区城管局的考核排名  严格执行考核标准美化优化南湾街道的市容市貌环境 进一步提升南湾街道的居住生活与工作环境 已完成 1、公厕维护管理数量 市政公厕 10座，转运站公厕11座 ，2021年新增 14座市政公厕)；2、垃圾转运站除臭管理数量23座 已完成 垃圾站管理有效率 (考核合格) 已完成 垃圾除臭及时性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1、 环境提升程度2、营造良好干净、 和谐的生活环境的完善程度3、辖区居民创建文明城市意识的强化程度 有所提升、有所完善、有所强化 不适用 不适用 市容环境提升 逐步提升 辖区居民满意度 ≥95% 不低于96.63% 垃圾站除臭管理服务支付进度较慢  9月底仅支付到7月份费用影响支付进度 已在10月份加快督促承接单位、结算审核单位加快安排结算工作。

朗华 (鹏远智能-平南铁路-机荷高速段) 市政排 159.69 - 159.69 - 159.69 - 159.69 - 100.00% 完成朗华 (鹏远智能-平南铁路 -机荷高速段)  市政排水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朗华 (鹏远智能-平南铁路 -机荷高速段)  市政排水设施改造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朗华 鹏远智能平南铁路机荷高速段)市政排水设施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劳动管理事务 47.70 47.70 - - 47.69 47.69 - - 99.99% 按照区人力资源局和街道街各项  作规范受理 办理群众来访来信 来电等各类劳动信访投诉劳动仲裁办案 劳动监察执法劳动普法宣传 作 有效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保证劳动信访案件化解率达到99%以 仲裁案件结案率93 劳动执法案件合格率90%以 确保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已完成 1  受理劳动来访 来信来电及12345热线电话投诉不少于 500件2  化解重点劳资纠纷事项化解率 100%3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裁决事项化解率100% 已完成 劳动信访案件办结率 99%以2 劳动监察办案案件合格率按区执法案件评审达标 90%以 劳动仲裁案件审理结案率按市仲裁案件结案率达 93%以 已完成 依法依规00%按期受理告知办理  回复办结 2根据劳动监察条例规定案件发生自立案始到结案在60 个作日完成3 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规定案件自立案至庭审在 45天结案 及时 1、预算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办事质量和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打造和谐劳动关系 有效保障 劳动信访调解、 劳动争议仲裁回访满意度达到90% 不低于96.63%

老干部文体活动 38.90 38.90 - - 38.47 38.47 - - 98.89%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目标和计划，协同有关部门落实重点项目的推进 已完成 老龄大学  春 秋季班  班班数 ≧ 8个班 2 关 委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场次 ≧3场3  老干部活动及 五老  培训场次  ≧ 场 4 街道退休人员慰问人数  ≧ 80人 5 订阅侨报  秋光  老人报  中国火炬等报刊  杂志份数  ≧ 00 份6  关爱外来建设者子女活动人次不少于 已完成 工作完成质量 已完成 退休人员慰问 活动长青老龄大学 关爱“ 五老”及外来建设者子女时限 及时 长青老龄大学教学经费及老干部党支部书记 委员 关 委主任 作补贴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3  成本控制率 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街道退休人员、辖区内的老年人享受幸福晚年生活 ，让外来建设者子女感受关怀 有效发挥 不适用 不适用 退休人员及辖区青少年幸福指数上升 落实老干部的两个待遇，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离退休老干部对老干工作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修改活动计划，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力争年底前完成支出

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 350.00 350.00 - - 350.00 350.00 - - 100.00% 用于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提高居民生活便捷性 ，推进社区基础安全建设 进一步推进社区基础安全建设，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 开展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数量 (≥1次) 开展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数量为1次 开展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开展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及时率 (≥90%) 李朗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及时率为100%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0.9 不适用 不适用 基础建设安全的提高程度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辖区居民满意程度  (≥90%) 辖区居民满意程度为 100%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 172.00 172.00 - - 172.00 172.00 - - 100.00% 用于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方便群众安全出行 。 完善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方便群众安全出行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项目  (≥1个)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项目1个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项目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项目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及时率 (≥90%) 凉帽山地铁站周边慢行改善工程及时率为100%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0.9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出行市民满意度 (≥ 90%) 出行市民满意度100%

林业管理 173.41 173.41 - - 151.17 151.17 - - 87.18% 宣传防火意识、预防森林火灾，预防红火蚁虫害 ，提升林地管理水平 已完成 1 森林防火宣传次数≥ 1 2  森林抚育工程面积 ≥15亩 3  防火林带维修消防通道维护面积 ≥130000平方米 4  红火蚁  薇甘菊消杀面积森林有害生物甘菊消杀≥ 70000平米  外来有害生物红火蚁消杀≥ 50000平米  5  森林消防设备购置种类≥ 6 已完成 1  红火蚁  薇甘菊消杀覆盖率 ≥90% 2 防火林带维修及新建 抚育完成率≥90% 已完成 完成时间 2021年 12月 及时 1、2021年预算173 41万； 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环境改善程度  (调节小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功能) 有所提高 1\林地火灾发生率≤0  1%;2、 项目区林地复绿覆盖率 有效提高 裸露土地植被覆盖提高度 逐步提高 群众对林业管理工作的满意度不低于92% 满意度92% 林业管理中项目多为第三四季度开展， 因此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倒排工期  加快项目开展前期的准备工作进度 为后期项目实施开展打好基础并做好准备工作预计 11月逐渐开展

龙岗区丹平快速路吉厦统建楼路段隔音屏工程 41.37 41.37 - - 41.37 41.37 - - 100.00% 完成龙岗区丹平快速路吉厦统建楼路段隔音屏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龙岗区丹平快速路吉厦统建楼路段隔音屏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龙岗区丹平快速路吉厦统建楼路段隔音屏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原址7栋建筑物拆除工程 83.09 - 83.09 - 83.09 - 83.09 - 100.00%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原址 7栋建筑物拆除工程项目 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 31日前完成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原址7栋建筑物拆除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龙岗区南湾街道厦村社区综合整治工程 30.00 - 30.00 - 30.00 - 30.00 - 100.00% 预计本年完成验收工作，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道路施工总长度1889 (米)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已完成 资金支付完成时间 已完成 设计变更控制次数按设计7次 已完成 节省周边市民出行成本程度 有效节省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改造减少污染 减少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该项目完成初验 工程量减量太多 正在核实实际工程金额以免超付合同金额 加大力度督促施工方整改 并加快推进项目的竣工验收验收后支付其他服务费

路灯管理 533.79 533.79 - - 533.78 533.78 - - 100.00%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的城市路灯工作目标和计划 ，协同有关部门落实重点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已完成 1、 节能审核次数1次； 2、市政电费统计次数 12次 已完成 市政路灯亮灯率市政路灯亮灯率 ≥95% 已完成 1、完成时间2021年12 月；2、路灯亮化修复时限 及时 1、2021年预算533 786811万元； 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改善市容秩序，提升辖区环境面貌 有所提升 对环境生态的作用 节能减排 推进节能减排实施LE 节能灯改造项目 有效推进节能减排  ) 已完成 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90% 满意度≥96%

绿化管养 731.50 731.50 - - 683.62 683.62 - - 93.46% 按相关考核标准完成年度市政绿化管理养护任务 。美化优化南湾街道的市容市貌环境，进一步提升南湾街道的居住， 生活，工作环境。 已完成 1、道路绿化管养数量 (管养总面积约928416.66m2 、行道树约 6765棵。 );2\ 已完成 道路绿化管养质量 已完成 绿化管养投诉接处及时性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95% 2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部门预算 ) 已完成 辖区环境提升程度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带动市民出行消费 ) 逐步提升 辖区整体环境提升度 有效提升 生态环境改善度 有效改善辖区绿化环境) 有效提高 生态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市民满意度≥ 90% 满意度不低于90% 结算工作时间较长，影响支付进度。 督促承接单位、结算审核单位加快安排结算工作。

民政事务 227.65 227.65 - - 225.34 225.34 - - 98.98% 按照区人力资源局和街道街各项  作规范受理 办理群众来访来信 来电等各类劳动信访投诉劳动仲裁办案 劳动监察执法劳动普法宣传 作 有效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保证劳动信访案件化解率达到99%以 仲裁案件结案率93 劳动执法案件合格率90%以 确保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已完成 1  受理劳动来访 来信来电及12345热线电话投诉不少于 500件2  化解重点劳资纠纷事项化解率 100%3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裁决事项化解率100% 已完成 劳动信访案件办结率 99%以2 劳动监察办案案件合格率按区执法案件评审达标 90%以 劳动仲裁案件审理结案率按市仲裁案件结案率达 93%以 已完成 依法依规00%按期受理告知办理  回复办结 2根据劳动监察条例规定案件发生自立案始到结案在60 个作日完成3 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规定案件自立案至庭审在 45天结案 及时 1、预算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办事质量和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打造和谐劳动关系 有效保障 劳动信访调解、 劳动争议仲裁回访满意度达到90% 不低于96.63%

南湾郊野公园建设工程 475.00 475.00 - - 475.00 475.00 - - 100.00% 南湾街道社会事务办目前共有30名工作人员 其中公务员5名  职员 1名 雇员1名 编外职工 6名 聘员10 名 社工6名 部门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建立了规范的部门工作规则  所需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由区财政局保障 已完成 每月核定公益岗位个数≥2个 已完成 1 、服务困难群体 已完成 1  价格补贴发放时限 )2 开展社区邻里节时限3  公益岗位补贴发放时限 及时 1  2021年预算经费支出额度 256 53 万元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提高低收入人群生活 有效提高 1、对辖区内困难群体 、老人群体的关爱关心，及时发放补贴， 丰富邻里活动 有所提升 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应救尽救， 提升困难居民生活保障 辖区困难群众幸福指数提升程度 逐步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报账进度  在11月30 日前完成支付2 将社区邻里节价格补贴等无法举行的活动工作项目资金统筹回收

南湾街道2018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上李朗社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预计本年完成验收工作，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完成7个城中村提升改造 已完成 南湾街道2018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上李朗社区 住宅一  二区和商业街)  等7个城中村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2018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上李朗社区 住宅一  二区和商业街) 等7个城中村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 2018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上李朗社区 住宅一 二区和商业街)  等7个城中村成本<159023万元 成本<1590.23 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该项目完成初验 承包方落实整改后任然有部分工程燈达不到终验收要求 加大力度督促施工方整改 并加快推进项目的竣工验收验收后支付其他服务费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286.00 - 286.00 - 286.00 - 286.00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禾地村1149户燃气入户建设 已完成 禾地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已完成 禾地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禾地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成本<838  58万元 成本<838.58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160.00 - 160.00 - 160.00 - 160.00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黄金南小区1170户燃气入户建设 黄金南小区1170户燃气入户点火 黄金南小区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黄金南小区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黄金南小区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成本<731  88万元 成本<731.88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1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2片区居民满意度>95% 持续提升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450.00 - 450.00 - 450.00 - 450.00 - 100.00% 预计完成燃气入户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完成吉厦村内187栋居民楼共3518户进行天然气入户建设改造 已完成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吉厦村程验收合格 已完成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吉厦村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吉厦村成本<1718 15万元 成本 <1718. 15 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171.05 - 171.05 - 171.05 - 171.05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老禾坪989户燃气入户建设 老禾坪 989户燃气入户点火 老禾坪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老禾坪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老禾坪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成本<636  72万元 成本<636.72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13.47 - 13.47 - 13.47 - 13.47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龙山村551户燃气入户建设 龙山村 551户燃气入户点火 龙山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龙山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龙山村进行燃气入户建设工程成本<408  27万元 成本<408.27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200.00 - 200.00 - 200.00 - 200.00 - 100.00% 预计完成燃气入户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完成沙塘布村2712户燃气改造 完成沙塘布村2712户燃气改造 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沙塘布 <800万元 成本<800万元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改善片区出行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出行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多申请资金 己向发改发函申请调减 100万元，相关投资计划未下达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560.00 - 560.00 - 560.00 - 560.00 - 100.00% 预计完成燃气入户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1. 管线3727米；2.环管 180栋；3.立管 503。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已完工 资金支付完成时间一年 已完成 设计变更控制次数按设计0次 完工 节省周边市用气行成本程度 有效节省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改造减少污染 减少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258.00 - 258.00 - 258.00 - 258.00 - 100.00% 预计完成燃气入户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1.管线1993米；2. 环管116栋；3. 立管440条。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已完成 设计变更控制次数按设 2次 已完成 资金支付完成时间 已完成 节省周边市民用气成本程度 有效节省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改造减少污染 减少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114.00 - 114.00 - 114.00 - 114.00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完成全部1266户燃气入户建设 完成全部1266户燃气入户建设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  上园樟树樟富范围)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上园樟树樟富范围)  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  上园樟树樟富范围)建设工程成本<44040万元 建设工程成本<440.40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6% 使用者满意度>96%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264.00 - 264.00 - 264.00 - 264.00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完成全部2128户燃气入户建设 完成全部2128户燃气入户建设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 新村范围 )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新村范围 ) 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樟树布村新村范围)  建设工程成本<105649万元 建设工程成本<1056.49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101.00 - 101.00 - 101.00 - 101.00 - 100.00% 预计年底前竣工 通过建设老旧住宅区 统建楼和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 全面提高我街道管道天然气用户普及率 消除瓶装燃气安全风险点 提高老旧住宅区 城中村的用气安全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已完成 完成全部1162户燃气安装 已完成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 新塘东  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樟树布村  新塘东范围))建设工程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  新塘东 ) 建设工程成本<46888万元 成本<468.88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沙岭等14个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预计本年完成验收工作，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完成14个城中村提升改造 完成14 个城中村提升改造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沙岭等14个城中村项目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 2019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沙岭等14个城中村项目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2019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沙岭等14个城中村项目成本 <3512万元 成本<3512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该项目完成初验 承包方落实整改后任然有部分工程量达不到终验收要求 加大力度督促施工方整改 并加快推进项目的竣工验收验收后支付其他服务费

南湾街道2020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515.00 - 515.00 - 515.00 - 515.00 - 100.00% 预计完成燃气入户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已完成 完成黄金坑村87 栋2075户燃气改造及埋地聚乙烯燃气管  1433  米 完成黄金坑村87栋2075户燃气改造及埋地聚乙烯燃气管 1433  米 验收合格 已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2020年城中村管道天然气改造工程 黄金坑村<800万元 成本<800万元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改善片区出行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城中村燃气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出行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2020年城中村综合整治工程-下李朗社区 725.00 - 725.00 - 725.00 - 725.00 - 100.00% 预计本年工程竣工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预计完成 道路、消防完成 8条村内道路、楼栋内消防设施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已完成 资金支付完成时间一年 已完成 设计变更控制次数按设计4次 已完成 节省周边市民出行、消防成本程度 有效节省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改造减少污染 减少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该项目未验收 加快推进项目的竣工验收，验收后支付工程款其他服务费 。

南湾街道2021年征收补偿资金 880.00 - 880.00 - 863.27 - 863.27 - 98.10% 完成区主管部门下达的征收补偿任务，完善辖区内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改善片区生活环境 。 预计完成 1.房屋征收补偿项目 18个≧ 14个 ；2.房屋征收补偿款2200万元≧ 99% 已完成 执行国家  省市下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确率00%2 市区下达作任务的质量要求和行业规范标准的相符率00%3基础资料和基础数据的准确率 00% 已完成 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完成时间 按合同约定按时开始 、及时完成 南湾街道2021年征收补偿成本2200万元成本控制率≦ 100% 已完成 通过征收实现城市的更新发展 得到发展 通过征收完善周边配套设施 得到完善 通过征收改善片区生活环境 得到改善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 98% 使用者满意度≧ 98% 题                      要     能 新 做 1  己向街道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力争完成签约 2等待区级确认 目前项目暂缓3 己向发改申请调减620万元相关文件尚未下达

南湾街道办2019年移动式模块化消防站建设工程 127.00 127.00 - - 126.07 126.07 - - 99.27% 建设节能环保、舒适实用、全能、 节地、便捷、 外型美观、可提升城市形象的移动式模块化双车位消防站 。 已完成 可移动模块化消防装备安装数量2个 已完成 南湾街道办2019年移动式模块化消防站建设工程验收情况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办2019年移动式模块化消防站建设工程开展与完成情况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办2019年移动式模块化消防站建设工程成本 <448万元 成本<448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 50.00 50.00 - - 50.00 50.00 - - 100.00% 预计本年完成验收工作， 提高居民安全生活条件。 已完成 完成 13个社区内约2658栋出租屋消防改造 完成13个社区内约2658栋出租屋消防改造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出租屋消防卷盘购置安装工程成本<2944 万元 成本<2944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类综合整治建设工程 800.00 800.00 - - 640.09 640.09 - - 80.01% 加强电力设施保护 ，保证全市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开战供应牢靠的电力保证。 预计完成 完成城中村电气线路改造数量17个城中村约1992栋 已完成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综合整治建设工程验收情况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综合整治建设工程与完成情况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电气线路综合整治建设工程总成本<800万元 成本<800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2021年9月完成施工招标 按合同条款支付工程预付款

南湾街道湖东路 (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 节点打 60.00 60.00 - - 60.00 60.00 - - 100.00% 完成南湾街道湖东路  (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  节点打通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南湾街道湖东路  (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  节点打通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南湾街道湖东路 大世纪水山缘小区段)节点打通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南湾街道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程 1,970.00 1,970.00 - - 1,970.00 1,970.00 - - 100.00% 澜 朗  创         西  西       和  湖 西   新     湖  湖            等 预计完成 完成39条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验收合格 工程量完成时间于2021年12月前竣工验收 已完成 控制项目成本合同价 <2,452万元
成本<2,452万

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有效节省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改造减少污染 减少污染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安全指数提高 满意 ，验收合格满意度>90 使用者满意度>90%

南湾街道康正路 (盛宝路-宝丹路) 市政工程 160.00 160.00 - - 157.54 157.54 - - 98.47% 已具备通车条件，预计完成工程验收工作，加强周边企业相互交流，促进发展。 已完成 完成198米道路建设 已完成 验收合格 已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南湾街道康正路 (盛宝路 -宝丹路)  市政工程 <800万元 已完成 通过新建道路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新建道路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新建道路改善片区出行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新建道路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出行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康正路己初步验收 待终验通过后，按合同条款支付工程其他服务费

南湾街道绿道建设工程 330.00 330.00 - - 330.00 330.00 - - 100.00% 完成南湾街道绿道建设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南湾街道绿道建设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 31日前完成南湾街道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南湾街道南岭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 1,200.00 1,200.00 - - 1,190.51 1,190.51 - - 99.21% 拟新建南湾街道南岭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项目位于南湾街道南岭村。完成项目并投入使用 预计完成 拟新建南湾街道南岭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项目位于南湾街道南岭村。完成项目并投入使用 已完成 工程施工符合合同质量要求， 验收质量合格 已完成 建设工程在2021年12 月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已完成 南湾街道南岭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成本控制<100% 成本控制<100%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有效改善 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减少污染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身安全指数 安全系数提高 片区居民满意>90% 使用者满意度>90%

南湾街道沙塘布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 1,288.00 1,288.00 - - 1,288.00 1,288.00 - - 100.00% 工程位于南湾街道沙塘布社区翠山路 21号  项目原建筑为工业厂房  场地产权为深圳市沙塘布股份合作公司 共四层  总建筑面积52512m2  红线面积 43134m2 已完成 完成南湾街道沙塘布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5251.2m2改造施工 已完成 南湾街道沙塘布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沙塘布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沙塘布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成本<2357  63 万元 成本<2357.63 万元 通过装修改造旧厂区 为后边居民子女提供学位 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装修改造旧厂区， 为后边居民子女提供学位， 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装修改造旧厂区  为后边居民子女提供学位 提升片区居民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装修改造旧厂区  为后边居民子女提供学位 提升片区居民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 ＞90% 使用者满意度>90%

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坪埔路汽车站后侧挡土墙治 500.00 500.00 - - 500.00 500.00 - - 100.00% 完成5处隐患 (边坡挡土墙)  治理的650万元的工程量，基本消除该5处隐患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已完成 完成全部5处边坡挡土墙治理 完成大部分治理边坡挡土墙治理工作 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坪埔路汽车站后侧挡土墙等5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坪埔路汽车站后侧挡土墙等 5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建设工程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樟树布社区坪埔路汽车站后侧挡土墙等 5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 程建设  程成本不超出概算批复总投资计划成本 60万元 成本1160万元 通过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通过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保持生态环境安全 保持生态环境安全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满意度不低于90% 资金未下拨 己申请资金下拨

南湾街道专职消防队营房设备更新改造工程 31.74 31.74 - - 31.74 31.74 - - 100.00% 完成南湾街道专职消防队营房设备更新改造工程项目 已完成 推进南湾街道专职消防队营房设备更新改造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南湾街道专职消防队营房设备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排榜收费站工程项目 17.50 - 17.50 - 16.68 - 16.68 - 95.33%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排榜收费站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排榜收费站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其他安全生产监管 2,745.06 2,745.06 - - 2,580.65 2,580.65 - - 94.01% 完成市、区职能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和街道安全生产常规任务 已完成 1 三小场所督查数量每年不少于5000家 2 消防队伍营房修缮对 12个消防站进行修缮3  全年平均实有安全员数量不低于90人 4  消防队伍人身意外险  消防队伍人员每人1份) 5  消防信息系统终端流量信息费 126台执法终端使用12个月 已完成 火灾隐患高风险区域整治 单社区  通过验收 2  消防器材与森林防火器材的维保  保障器材  年的 常使用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1、成本控制率≦100%；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经济损失有效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经济损失) 已完成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人员伤亡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人员伤亡)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消防队员工作效率 逐步提高 宣传对象满意度不低于 80% 满意度＞80% 个别工程项目未完成，不达支付条件 督促承建单位加快推进项目收尾

其他城管执法 1,934.00 1,934.00 - - 1,933.15 1,933.15 - - 99.96% 完成市区街道各项指标考核任务、群众投诉，积极提升市容环境。 已完成 1 完成城管工作日报 周报期数超过100期 2 聘请市容巡查员人数 180人 3  城管执法立案数超过300件 4  规土执法立案数超过 10件 已完成 城管执法查违事务正常开展 (完成年底拆违任务) 已完成 接设诉案件回复处理时效及时100%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 不超过年度预算 ) 2  预算指标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市容评比优化环境卫生  园林绿化城市照明和灯光夜景设施 爱国卫生  养犬道路  户外广告流动摊档 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私设教育机构 殡葬等管理改善提升)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市容环境改善程度 逐步改善 投诉案件回复投诉人满意度100% 辖区居民的满意度为96.63% 保安费支付均为本月支付上月， 保安费金额较大。 10月份可付 9月份103万保安费。

其他工会事务 300.50 300.50 - - 300.03 300.03 - - 99.84% 基                           能          能 保 已完成 1、企业动态建会率85%以上2、会员卡办理任务数 5000人3、会员服务信息采集数 6000人 4、工会会员数3500人 已完成 工会文体活动参与数 1500人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 及时 1、 成本控制率≦ 100%2、预算支出执行率≥95%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进
做好职  集体福利项目 展会员结婚 生育 因疾病住院 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去世的慰问 使得会员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2  通过加强街道总 会 各社区 会干部队伍建设 能更好地发挥 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为更好地维护职 的合法权益提供人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加强税务代收工会经费 通过加强 展税务代收 会经费催  作 确保 会经费及时足额拨缴保障 会经费取  于职  用  于职  更好地维护 大职 的合法权益 职工满意度 (≥  95%) 不低于96.63%

其他计生事务 0.36 0.36 - - 0.36 0.36 - - 100.00% 积极推动辖区计生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活 ，不断提升群幸福感、获得感 。 已完成 1、参加孕  (婚)  前优生健康检查居民比例≥80%； 2、服务辖区人数超过 1万人次 已完成 计生工作质量要求 按质量标准和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合格率100%) 已完成 按市区下达工作任务的时间要求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 不超过年度预算) 2  2021年预算 7098万元 已完成 帮助群众劳动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 逐步提升 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积极推进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维护公 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进步 开展计生困难家庭挂钩帮扶工作 有效解决困难群体生活工作问题) 已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计生对象的满意度为96.63% 受疫情影响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人数少 各项计生户外宣传活动无法开展 以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其他社会福利 35.36 - 35.36 - 32.51 - 32.51 - 91.94% 使广大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  满足孤儿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障其生活生长权益 提高辖区低保人员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 已完成 临时救助经审核后发放比例100%2、每月核定高龄老人发放人数≥1000人 已完成 根据政策发放补贴100% 已完成 1  津贴和补助发放时限 2 养育辅助发放时限3  临时救助发放时限 及时 1  2021年预算支出额度54888 万元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2047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有效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逐年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将雏鹰展翅项目资金回收2  将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金回收3  今冬明春项目资金回收 4  临时庇护场所物资组设施维护项目资金回收

其他市政维护 179.62 179.62 - - 150.43 150.43 - - 83.75% 及时清理乱排偷倒的建筑淤泥渣土。加大对环卫工人的关爱程度，增强其归属感。 已完成 1 开展环卫工人慰问次数 3次  2  出动车辆清理乱排偷倒建筑垃圾台班次数超过1000台班 3 清理建筑淤泥渣土覆盖率100% 4  淤泥渣土应急清理服务时间全年 12个月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建筑淤泥渣土清理时限  接到任务后及时清理 2  慰问环卫  时间 分别于春节 暑期和环卫节分3次慰问环卫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2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部门预算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环境宜居提升程度 有所提升 生态环境改善程度 有所改善 促进市民提升爱卫精神 有所促进 1  居民民意调查满意度超过85% 2  环卫工人的满意度超过 90% 工作人员的办公满意度 96.63% 垃圾站智能化平台监控 4季度启动10  · 26环卫节慰问活动在第四季度启动 按年初计划推进。

其他宣传事务 4.97 4.97 - - 4.97 4.97 - - 100.00% 新              要     要 示         创          新     和     等              城 已完成 1 线下开展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6次2  线上宣传平台发稿量不少于2000篇3  理论中心学习次数至少 25次 4 党报党刊订阅数量不少于3000份 5 宣传覆盖率95%以上6  学习强国注册人数 4500人以上 7  专题宣传专版报道 15篇以上 已完成 1 播发稿件数量 篇 2000篇及以上 2 文明创建知晓认同 参与率 99%以上3  学习强国党员注册率 100% 已完成 1  重大事项的报道在 24小时以内及时发布2  从报送舆情信息至对外发布信息 在4小时内完成 及时 1、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1、宣传对象知晓率100%2、突发事件处置率 100%3、重大舆情监测覆盖率 100%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宣传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1底支付 ，加快项目开展，尽量提前完成任务

其他一般管理事务 2,849.20 2,849.20 - - 2,849.20 2,849.20 - - 100.00% 保障街道编外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已完成 发放编外人员工资人数120人 已完成 1  足额准确发放率  误差率控制在1% 以内)  2  工资发放投诉数量不超过5人次) 已完成 工资发放及时性 (按时发放 )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超过 90% 2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 已完成 带动消费经济 有效带动 带动消费经济 有效带动 不适用 不适用 带动消费经济 有效带动 职工满意度不低于 78% 满意度82%

清扫清运 5,329.14 5,329.14 - - 5,329.14 5,329.14 - - 100.00% 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属于市 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项目 每月接收市 区城管局的考核排名 严格执行考核标准美化优化南湾街道的市容市貌环境 进一步提升南湾街道的居住 生活工作环境 已完成 1  清扫保洁面积 城中村清扫面积279万平方米市政道路清扫面积113万平方米  绿地保洁面积30万平方米 ) 2  垃圾清运数量超过 15万吨3  管理垃圾转运站数量24 座 已完成 清扫清运完成情况 已完成 辖区环境卫生工作完成时限性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促进垃圾分类对废品回收经济的影响 有效促进 1 辖区环境提升程度 2  良好干净和谐的生活环境的完善程度  3 辖区居民创建文明城市意识的强化程度 4 生态环境改善程度 1、 有所提升；2、有所完善；3、有所强化；4、 有所改善 不适用 不适用 逐步提升市民爱卫精神 逐步提升 辖区居民满意程度  (≥90%) 满意度≥90%

区垃圾转运站及公厕新建改造工程(南湾街道办事 465.71 465.71 - - 465.71 465.71 - - 100.00% 垃圾转运站日常管理服务属于市 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项目 每月接受市 区城管局的考核排名  严格执行考核标准美化优化南湾街道的市容市貌环境 进一步提升南湾街道的居住生活与工作环境 已完成 推进区垃圾转运站及公厕新建改造工程(南湾街道办事处部分 )项目 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区垃圾转运站及公厕新建改造工程 南湾街道办事处部分)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全民健身 (体彩) 2.00 - 2.00 - 2.00 - 2.00 - 100.00% 完成全民健身 (体彩) 已完成 完成补助数量 已完成 服务质量满意 已完成 2021年完成 及时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市民满意度≥ 90% 满意度≥96%

人大事务 39.95 39.95 - - 39.95 39.95 - - 99.99% 围绕街道工作大局  圆满完成 5年一届的换届选举工作并按照区相关文件要求开展代表议事会 密切人大代表与人们群众的联系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等方面的作用 已完成 1、定期开展代表议事活动次数≥4次2、 开展代表走访、接待、视察调研活动次数 ≥5次 3、开展 “代表活动月”活动≥1次 已完成 工作完成质量 按要求完成计划 征集年度代表意见建议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推动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解决 有效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街道人大代表及选民民对街道人大工作满意程度 (≥ 90%) 不低于96.63%

人口普查 938.00 938.00 - - 938.00 938.00 - - 100.00%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作 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性别  年龄民族  受教育程度 行业  职业迁移流动 婚姻生育  死亡  住房情况等 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容 具体分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等四种 已完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登记完成率 已完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登记上报率 已完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登记截止时间 及时 资金节约情况 2021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全面摸清人口总体情况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对普查资料的开发利用和分析 对于延续性项目，为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居民满意程度 (≥ 90%) 不低于96.63%

三防工作 98.21 98.21 - - 93.44 93.44 - - 95.14% 对三防救灾抢险物资购置、应急队伍人员保障、三防日常业务、 三防工程进行管理。 已完成 防设备养护次数  不少于 20次 需支付项目尾款的往年  程项目数量 超过2个 3 防演练次数 不少于 2次 4  培训次数 不少于次  5  防设备养护次数 0次及以  确保设备保持最佳使用状态 6  防演练次数 2次及以 提高发生险情应急处置能力 已完成 值班值守  汛期期间 实行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  防物资采购 根据 防仓库物资配备情况及时补充缺少的应急抢险物资 已完成 别 要   做         更 保 保           保 及时 1 成本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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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降低经济损失 (有效降低灾害事故经济损失) 有效带动 生态环境改善程度 有效改善 三防工作安全指数 逐年上升 公众满意度≧ 90% 满意度＞91% 根据有关规定， 今年暂停发放三防值守补助(约200万元 。) 向财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项目名称用于本部门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沙塘布新村道路交通整治工程 500.00 500.00 - - 500.00 500.00 - - 100.00% 道路交通整治 程位于南湾街道沙塘布社区 拟对该城中村进行照明完善和地下燃 管道敷设  程主要内容包括  新建 6米高杆单臂照明路灯 22套 壁灯 52套 配套电缆配线 敷设D  63  D  400聚乙烯燃 管道共 40 5米新建混凝 土管沟95 米 钢套管 3920米 配套调压柜 台路面破 已完成 完成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地下 4150m燃气管道的铺设 已完成 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已完成 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按时开工， 按时完成 按时开工，按时完成 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成本 <730万元 成本<730万元 通过完成沙塘布新交通整治工程完成燃气入户  改善片区经济效益 有效改善 通过完成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完成燃气入户，片区居民生活指数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通过完成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完成燃气入户  片区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提升 得到改善 通过完成沙塘布新村交通整治工程完成燃气入户  片区居民安全指数得到提升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0% 使用者满意度>90%

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90.00 - 90.00 - 66.07 - 66.07 - 73.41%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推进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1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95%。 已完成 2021年12月31 日前完成沙湾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要求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0.9

社会福利 440.19 412.59 27.60 - 421.19 408.74 12.45 - 95.68%             使广大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  满足孤儿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障其生活生长权益 提高辖区低保人员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            已完成      临时救助经审核后发放比例100%2 、每月核定高龄老人发放人数≥1000人      已完成 根据政策发放补贴100%     已完成        1 津贴和补助发放时限 2 养育辅助发放时限3  临时救助发放时限      及时        1 2021年预算支出额度54888万元 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2047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有效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   逐年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将雏鹰展翅项目资金回收2  将幸福老人计划项目资金回收3 今冬明春项目资金回收 4 临时庇护场所物资组设施维护项目资金回收

社区民生大盆菜 2,684.93 2,684.93 - - 2,583.86 2,583.86 - - 96.24% 按要求做好项目申报  所有项目均符合 级规定  保障支付进度 完成市 区下达的支付率目标  严格执行  方询价 机制 招投标过程公平 公 公  项目实施质量高 社会效果良好 群众满意度高 资金使用合理 把关严格  无廉政问题 档案资料完整 规范 有序            已完成   计划实施  程类项目数量 30  最终以实际居民点菜以及专家评审确认申报为准  2 计划实施服务类项目数量 0200  最终以实际居民点菜以及专家评审确认申报为准 3  计划实施货物类项目数量2  5  最终以实际居民点菜以及专家评审确认申报为准 4  服务居民人数000人次以      已完成 新增加村道路灯 绿化翻新道路项目 平均使用期限年以 2  夕阳红场地运营租金项目 服务人数达标满意度80  3购置批夕阳红配套设施平均使用期限年以     已完成      大盆菜项目申报时限  (按上级通知申报)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 不超过2800万元)  2 预算支出执行率≥85% 及时     增加就业机会 通过购买服务提供就业机会)     不适用         1  改善社区生活和投资环境 社区生活和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和提升 )  2  解决居民的小事 急事  社区和谐缓解社区矛盾 )  3  促进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居民幸福指数提升程度   逐年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满意度≥90% 1  疫情不定期爆发  项目中断不能持续开展  2 工程类占比较大 项目周期长 支付按施工进度付款 召 项目实施进度推进会及每周大盆菜小组例会统筹协调 推进项目实施及支付进度 2第四季度预计完成项目29 个其中 程类项目 8个服务类项目3个  服务类项目8个可支付

社区综合服务 1,734.29 1,734.29 - - 1,720.84 1,720.84 - - 99.22%      完成社区各项工 作。            已完成        1、 采购物资的种类 (≥2项)  2、办公设备零星维修次数  (≥2次)  3、开展作风建设活动期数  ≥2期)      已完成  1 采购物资质量达标率  ≥90%)2  办公设备零星维修合规率 ≥95%)  3  开展作风建设活动参与率 ≥90%)     已完成  1 采购物资及时率 ≥90%)2 打造丹竹头社区联络站及时率 ≥90%)3 开展作风建设活动及时率 ≥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机构正常运转与社会职能发挥的稳定程度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居委委员的满意度 (≥ 90%) 居委委员的满意度为96.63%         1  受疫情影响等因素社区活动未能按计划实施 经费支出执行率远远低于年初计划     第四季度将逐步开展活动项目，第四季度将按计划支付。

深朗路 (布澜路-李朗路) 1,300.00 1,300.00 - - 1,300.00 1,300.00 - - 100.00%    预计该项目今年具备通车条件 ，改善周边交通条件。          预计完成      完成637米道路建设      已完成   验收合格     已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已完成   深朗路  (布澜路 -李朗路 )  >800万元 已完成    通过新建道路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新建道路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新建道路改善片区出行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新建道路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出行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该项目未验收      待终验通过后， 按合同条款支付工程进度款其他服务费

深朗路断头路110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 1,000.00 - 1,000.00 - 1,000.00 - 1,000.00 - 100.00% 电缆自李朗站向东出线后左转沿布澜路东侧 平吉大道东侧平朗路南侧和李朗路东侧人行道或绿化带敷设 在李泥线 N3塔小号侧方向新建双回路电缆终端塔  电缆引  与原架  线连接后至0kV白泥坑站  其中 新建双回 0kV线路路径总长约2X268km  其中新建双回电缆路径长约2X263km新建双回架 线长约2X005km  拆除 0kV电缆线 X0 38km架          预计完成       完成深朗路断头路110KV 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2.68km 电缆迁移改造施工.      已完成   深朗路断头路110KV 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深朗路断头路UO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深朗路断头路UO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成本＜3600万元
成本＜3600万

元
   通过完成深朗路断头路 110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  保障断头路顺利打通  提升片区交通能力   得到提升        通过完成深朗路断头路110KV 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保障断头路顺利打通 ，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完成深朗路断头路 110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  保障断头路顺利打通  提升片区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完成深朗路断头路 110KV李泥线电力迁改工程  保障断头路顺利打通  提升片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 ＞90% 使用者满意度>90%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小型消防站建设工 294.00 294.00 - - 294.00 294.00 - - 100.00%   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医院管理的需要 ，保护人员及医院财产的安全。            已完成   车库小型消防站建设数量3个      已完成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小型消防站建设项目验收情况   验收合格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小型消防站建设项目开展与完成情况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小型消防站建设项目成本<330万元 <330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 15.00 - 15.00 - 11.57 - 11.57 - 77.13%     用于深圳市生命 主题文化园改造 建设 ，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有效完成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数量 (≥1次)     实际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数量一次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符合质量要求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符合质量要求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及时性 ( ≥95%)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及时性为98%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0.9     不适用     不适用      深圳市生命主题文化园改造建设工程安全性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片区影响力   持续提升 群众的满意度 (≥ 95%) 群众的满意度100%

食品和药品监管 222.50 222.50 - - 222.50 222.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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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辖区农贸市场和商超为基础每日进行抽检42 批次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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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批次年 3  全年  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 20场次 4 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进行为期 6个月的  外  告宣传 5 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6  展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不低于      已完成 创  城     测 测     测能        创  城 知  和     已完成    及时完成抽检不合格样品整治作及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2全年不定期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共 20场次3按照区要求展食品安全周宣传活动      及时   1、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已完成 降低食品安全经济损失   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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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食品安全提升程度   逐步提升 市民对食品安全管控满意度 (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0 月份上完班子会，预计10 月支付

食品和药品监管 (年中统筹追加9.6) 585.76 585.76 - - 585.76 585.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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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辖区农贸市场和商超为基础每日进行抽检42 批次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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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批次年 3  全年  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 20场次 4 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进行为期 6个月的  外  告宣传 5 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6  展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不低于      已完成 创  城     测 测     测能        创  城 知  和     已完成    及时完成抽检不合格样品整治作及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2全年不定期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共 20场次3按照区要求展食品安全周宣传活动      及时   1、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已完成 降低食品安全经济损失   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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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食品安全提升程度   逐步提升 市民对食品安全管控满意度 (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0 月份上完班子会，预计10 月支付

食品和药品监管 (年中预算准备金追加) 223.15 223.15 - - 223.15 223.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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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辖区农贸市场和商超为基础每日进行抽检42 批次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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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批次年 3  全年  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 20场次 4 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进行为期 6个月的  外  告宣传 5 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6  展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不低于      已完成 创  城     测 测     测能        创  城 知  和     已完成    及时完成抽检不合格样品整治作及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2全年不定期展食品药品安全专家科普讲座及培训共 20场次3按照区要求展食品安全周宣传活动      及时   1、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已完成 降低食品安全经济损失   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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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食品安全提升程度   逐步提升 市民对食品安全管控满意度 (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0 月份上完班子会，预计10 月支付

水库河堤与排水管理维护 3,256.07 3,256.07 - - 3,254.29 3,254.29 - - 99.95% 理权限  负责街道水库 河道 排水设施  水资源  水土保持  水务土地 计划用水等方面的管理  作  负责水务土地的日常管理 作 协同国土 水务等执法部门 展执法 作 协调水事纠纷 全力推进治水提质各项  作任务合落实河长制 作 提升辖区河流水环境治理水平 建设生态            已完成  1 进社区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6场次 2 派发宣传礼品折页份数不少于10000 份 3  各级河长巡河次数不少于500次 4  档案管理次数 档案审查及工程审计资料整理不少于 25次  档案整理归档不少于 50次)  5 各级河长巡河次数500次及以上      已完成       1  治水提质知晓认同率 90%以上 2  对管网投诉案件处置率 100%     已完成      题    和      要 限   网  加 题 馈做      及时   1  成本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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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1 河长制工作有效性提高辖区河道环境综合治理水平 ) 2  治水提质提升有效性  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治水提质建设生态南湾)   有所提升     治水提质治理有效性 实现雨污分流 内涝整治治污保洁 提高辖区生态环境建设) 有所提升     生态环境认同指数上升实现雨污分流 内涝整治治污保洁 提高辖区生态环境建设 )   逐年提升 群众满意度90%以上 居委委员的满意度为96.64%

水务发展专项资金 425.28 425.28 - - 425.28 425.28 - - 100.00%      完成年内项目施工  ， 保障水务考核达标。            已完成      验收工程项目个数      已完成   水务工程验收合格率     已完成   水务工程完成及时率      及时    1、成本控制率≦100%；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水务工程消除隐患有效性 (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居民群众出行、居住环境安全)   有所提升        水务工程治理有效性 提高居民群众出行居住环境安全建设 ) 有所提升     水务基础设施安全指数上升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居民群众出行  居住环境安全)   有所提升    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90%) 居委委员的满意度为96.64%

司法工作 313.71 313.71 - - 313.71 313.71 - - 100.00%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街道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法制宣传骨干培训 法律顾问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基层宣传规范化日常业务进行管理            已完成 1  指导社区派出所等调解组织成功调解案件数  ≧1034宗2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数 ≧51宗3  普法宣传讲座场数≧80 场4 社区矫正对象人数≧ 80人5  安置帮教人数≧ 80人6  法律顾问人数≧ 30人7  法律建议及意见书份数≧72 份8 法律诉讼宗数≦21 宗      已完成 矛盾纠纷化解率≧98.5     已完成   2021年12 月31日前      及时    1、成本控制率≦100%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办事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提升辖区营商环境，增强居民幸福指数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建议根据普法宣传举办的场数 、发放的资料设置目标值   有效提升 群众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统战统侨 252.20 252.20 - - 252.20 252.20 - - 100.00% 凝聚侨民爱国之心， 汇集侨民智慧，聚集侨民力量，维护侨民权益。            已完成   开展统战活动次数 (≥3次)      已完成   开展统战活动验收合格率 (  ≥85% )     已完成    开展统战活动及时率  (≥85%)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维护民族宗教、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和谐稳定，增强侨民爱国之心的凝聚程度   逐步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港澳台 、海外侨胞的爱乡爱国爱港之心   逐步提高 港澳台及海外侨民满意程度 ( ≥ 90%) 不低于96.63%

团工委工作 82.47 82.47 - - 82.47 82.47 - - 100.00%    做    加基     题   基        基   醒   要       两新       要    要 城  期    融         城            已完成              1 智慧团建建设数量＞ 902 开展青年活动次数 ＞30次3  志愿服务活动次数＞50次 4 订报数量≥ 40 份5  展翅计划实习生发布招聘岗位数 ≥ 40 个      已完成 团费收缴情况占比要高于85% 连续个6月未交团费占比低于%  心团支部占比低于%无团干支部占比低于%团员报到转接响应率要高于60%     已完成        团员报到响应率＞60% 团员组织转接关系响应在48小时内回复)      及时    1、成本控制率≦100%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团组织组建率≥ 90%   (已建党组织的两新组织，符合建团条件的要建立团组织)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加强青年工作   有效加强    青年及志愿者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目前延后的系列活动项目 以联系参与的企业计划在10月下旬至 11月闪讯开展

退役安置 368.88 368.88 - - 367.25 367.25 - - 99.56%             按照中央  省  市 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全面开展街道安置各项工作确保退役军人一次性经济补助 义务兵有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发放 无军籍职工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已完成    1  、 无军籍职工人数1人 2、现役人数 3  、 退役人数      已完成   发放当年退役士兵  次性经济补助00%发放 2 发放义务兵优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 00%发放3每月按时发放无军籍职 资 00%发放     已完成 退役士兵  次性经济补助发放时限 202 2 2  义务兵优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发放时限 202年2月3无军籍职  资发放时限202年2月      及时        1 2021年预算支出额度35401万元 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做好退役军人退役安置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通过定期按时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立功受奖奖金一次性经济补助保障其待遇 提升服务管理指数   有所提高    辖区退役军人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退役安置 (中央补助) 12.20 12.20 - - 6.00 6.00 - - 49.18%             按照中央  省  市 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全面开展街道安置各项工作确保退役军人一次性经济补助 义务兵有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发放 无军籍职工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已完成    1  、 无军籍职工人数1人 2、现役人数 3  、 退役人数      已完成   发放当年退役士兵  次性经济补助00%发放 2 发放义务兵优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 00%发放3每月按时发放无军籍职 资 00%发放     已完成 退役士兵  次性经济补助发放时限 202 2 2  义务兵优待金及义务兵立功受奖奖金发放时限 202年2月3无军籍职  资发放时限202年2月      及时        1 2021年预算支出额度35401万元 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做好退役军人退役安置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通过定期按时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立功受奖奖金 次性经济补助保障其待遇 提升服务管理指数   有所提高    辖区退役军人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网格管理事务 161.21 161.21 - - 161.21 161.21 - - 100.00%   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 ，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 ，促进社区稳定发展。            已完成     统着装数量不超过458套2完成隐患复查数量每月需按时完成隐患复查任务 任务量以区办当月下发为准全年完成隐患复查作不低于2宗 3 完成DA 任务数量 每月需完成街道级PDA任务生成及派发作至少 4个完成区办派发的任务至少2个 4  居住信息核实数量不定期不定量协助信息室完成居住信息核实作全年核查不低于2份申请表      已完成 日常督查工作四率达标  对各社区的“四实 ”信息情况进行督查 确保实有人口法人 房屋隐患各率达标 )     已完成                  要       示 要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促进社区稳定发展水平  (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 ，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 ，促进社区稳定发展。)   有所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水平   逐步提升   辖区居民对网格管理工作满意度 ≥95% 不低于96.63%

往年其他资金项目 2,735.84 - - 2,735.84 2,561.66 - - 2,561.66 93.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体事务 66.58 66.58 - - 66.58 66.58 - - 100.00%   我中心继续转变思路  创新方法 多想招数  在文体活动 公益培训 读书会  公益电影下社区融入安全宣讲等元素  泛深入发动辖区居民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文体活动 挖掘和培养本土文艺骨干和文化精品强化 大文体 概念积极联动安监 综治群团等部门 展文体活动 助力街道安全稳定  文明大局            已完成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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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覆盖率覆盖 4个社区覆盖率 00%5  来自  海 福建 湖南 佛山 汕尾 中山 州等地区  超过 600名选手报名参      已完成   室外体育设施的更换 、维修     已完成    11月 1日长跑日当天举行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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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让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有效提升 文体活动、培训对象满意度 (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已调整了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形式， 逐步开展活动

文体事务 (中央补助) 1.50 1.50 - - 1.50 1.50 - - 100.00%   完成文体事务 (中央补助)            已完成    1、全年开展文体活动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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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次进行中央补助      已完成   室外体育设施的更换 、维修     已完成    11月 1日长跑日当天举行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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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中央补助。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继续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让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对于延续性项目，为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文体活动、培训对象满意度 ( ≥ 90%) 不低于96.63%

武装工作 99.70 99.70 - - 99.70 99.70 - - 100.00%          做    创新       加      做    期   保 能 保  做        保                  等            已完成            1、征兵工作集中宣传次数 2次2、 征兵工作次数2次/年3、管理基干民兵人数大于 200人      已完成   1  八一 春节走访慰问部队数量3家2  预算执行率≥ 99%3 征兵工作完成情况完成“五率”考评要求     已完成    在上级军事部门要求时间内公开      及时 经费支出额度
不超过部门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1、加强后备力量军事训练水平2、进一步提高兵源质量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武装力量提升程度   有效提升      街道应征青年及其家长满意度  ≥ 99%) 不低于96.63%

物业管理 7.80 7.80 - - 7.80 7.80 - - 100.00%   根据市  区作要求结合物业管理法规全面展街道物业管理作保障街道所有社区通过东省宜居社区考评有效推动历史违建综合整治作加强辖区内各物业小区的安全管理作 排除隐患落实主体责任化解重大矛盾纠纷 提高辖区物业管理作人员和居民等对物业管理相关政策及安全知识的知晓度提高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及相关部门作人员物业管理业务能力保障沙湾社区福建中旅土地租赁协议常履行            已完成 物业管理行业业务培训场次≥4场      已完成    宜居社区创建工作达标率超过50%     已完成 物业小区安全管理与维稳风险化解事务行业监管  202年 2月3  日前完成  2 物业矛盾调解时限 及时调解      及时    1、成本控制率≤100%；2、 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物业管理知识知晓程度 (提升辖区内物业服务从业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程度)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不适用 不适用     压实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有效提升物业服务企业履职履责能力 减少物业矛盾纠纷)   有所提升   物业小区居民满意度 ≥90% 物业管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为 96.63%

下李北路 (李朗路-联李东路) 500.00 500.00 - - 490.44 490.44 - - 98.09% 预计本年完成验收工作  ， 提高居民安全生活。          预计完成   完成 17条路的室外消防管道系统消防改造   完成 17条路的室外消防管道系统消防改造  新增及更换室外消火栓 282座     南湾街道消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南湾街道消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开展、按时完成   南湾街道消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成本<1787 万元 成本<1787万元    通过片区改造提升片区经济效益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提升片区居民生活指数   得到提升    通过片区改造改善片区居住环境 得到改善     通过片区改造持续影响片区居民的人安全指数   持续提升    片区居民满意度>95% 使用者满意度>95% 剩余指标未下达       10月份发改己下达剰余资金，将尽快完成支付工作

消防救援 70.00 70.00 - - 70.00 70.00 - - 100.00% 完成市 、区职能部门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和街道消防灭火救援等任务            已完成   1、参加练兵大比武次数 1次 ；2、 购买器材、防护用品、药品金额不低于5万元。      已完成 配                             能     已完成   1、119练兵大比武11月份 。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及时        降低火宅事故经济损失情况 有效降低火宅事故经济损失     不适用   降低火宅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有效降低火宅事故人员伤亡)   有所降低     不适用 不适用 提高市民消防安全意识   逐步提高   救援对象满意度 ≥98% 满意度＞98%   11.9消防比武活动在第四季度开展     按计划开展消防比武日活动，倒排第四季度预算支出计划

小型基建 1,200.00 1,200.00 - - 1,199.12 1,199.12 - - 99.93%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的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已完成  1、 计划维修维护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不低于50 处；2、实施小型工程数量不低于20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 80%。     已完成   小型基建项目竣工验收时限 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 )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1000万；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环境美化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生态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辖区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90% 满意度93%       年中追加，项目尚未完工验收，项目款尚未支付 。         加快推进项目实施  开展督促会议预计第四季度达到预期进度 支付项目款

小型基建 (年中追加--补短板) 372.50 372.50 - - 333.08 333.08 - - 89.42%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的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已完成  1、 计划维修维护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不低于50 处；2、实施小型工程数量不低于20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 80%。     已完成   小型基建项目竣工验收时限 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 )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1000万；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环境美化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生态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辖区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90% 满意度≥96.63%

小型基建 (年中追加--小型交安) 386.00 386.00 - - 281.91 281.91 - - 73.03% 推进南湾街道辖区内的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已完成  1、 计划维修维护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不低于50 处；2、实施小型工程数量不低于20个。      已完成 工程验收合格率不低于 80%。     已完成   小型基建项目竣工验收时限 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 )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1000万；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及时     不适用     不适用     辖区环境美化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有效提升辖区环境 生态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辖区环境改善   逐步改善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90% 满意度≥96.63%

信访工作 85.20 85.20 - - 48.09 48.09 - - 56.44% 按照中央  省  市 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全面开展街道信访各项工作规范受理  办理群众来访来信 来电等各类信访投诉 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加强重点敏感时期的信访维稳工作 有效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 保证信访案件化解率达到99%以上确保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已完成         1、受理群众来访、来信 、来电投诉案件数不少于 400件次2、化解重点信访事项案件数不少于5宗      已完成     1 信访案件办结率99%以上 2 越级非访  进京访处置率按上级要求 100%及时劝返接回     已完成       信访案件规范办理率依法依规100%按期受理告知 办理回复 办结      及时     1、 经费支付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为群众提供法律 、法规、政策服务、集中反映社情民意， 全力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积极化解各类矛盾 ，促进社会稳定。   有所提高     不适用 不适用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回访案件满意率达到 90%。 不低于96.63%

宣传事务 298.91 298.91 - - 298.91 298.91 - - 100.00% 新              要     要 示         创          新     和     等              城            已完成    1  线下开展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 6次2  线上宣传平台发稿量不少于2000篇 3 理论中心学习次数至少 25次4  党报党刊订阅数量不少于3000份5  宣传覆盖率95%以上 6 学习强国注册人数4500人以上7  专题宣传专版报道15篇以上      已完成   1  播发稿件数量 篇  2000篇及以上 2 文明创建知晓认同 参与率99%以上 3 学习强国党员注册率 100%     已完成    1  重大事项的报道在 24小时以内及时发布2  从报送舆情信息至对外发布信息 在4小时内完成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1、宣传对象知晓率100%2、 突发事件处置率100%3、重大舆情监测覆盖率 100%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宣传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1 底支付，加快项目开展， 尽量提前完成任务

宣传事务 (年中预算准备金追加) 120.00 120.00 - - 117.32 117.32 - - 97.77% 新              要     要 示         创          新     和     等              城            已完成    1  线下开展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 6次2  线上宣传平台发稿量不少于2000篇 3 理论中心学习次数至少 25次4  党报党刊订阅数量不少于3000份5  宣传覆盖率95%以上 6 学习强国注册人数4500人以上7  专题宣传专版报道15篇以上      已完成   1  播发稿件数量 篇  2000篇及以上 2 文明创建知晓认同 参与率99%以上 3 学习强国党员注册率 100%     已完成    1  重大事项的报道在 24小时以内及时发布2  从报送舆情信息至对外发布信息 在4小时内完成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1、宣传对象知晓率100%2、 突发事件处置率100%3、重大舆情监测覆盖率 100%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宣传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1 底支付，加快项目开展， 尽量提前完成任务

疫情防控 3,490.65 3,490.65 - - 3,488.77 3,488.77 - -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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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疫情防控人口数 (辖区常住人口数)  约55万； 2、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14 个      已完成     贯彻落实防疫工作部署，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已完成       1  规定时间内协助任务完成率100%  2 驿站接收隔离人员要第一时间响应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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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使经费支出审核流程规范性 已完成     有效降低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     已完成        1 居民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普遍知晓2  疫情防控群防群控取得较好成效3  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有效落实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已完成    社区居民对疫情防疫满意度》95% 已完成

疫情防控 (常委会追加) 1,951.80 1,951.80 - - 1,855.12 1,855.12 - - 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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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疫情防控人口数 (辖区常住人口数)  约55万； 2、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14 个      已完成     贯彻落实防疫工作部署，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已完成       1  规定时间内协助任务完成率100%  2 驿站接收隔离人员要第一时间响应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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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使经费支出审核流程规范性 已完成     有效降低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     已完成        1 居民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普遍知晓2  疫情防控群防群控取得较好成效3  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有效落实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已完成    社区居民对疫情防疫满意度》95% 已完成

疫情防控 (第一次预算统筹追加) 2,017.89 2,017.89 - - 2,017.50 2,017.50 - -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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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疫情防控人口数 (辖区常住人口数)  约55万； 2、疫情防控社区工作站数量14 个      已完成     贯彻落实防疫工作部署，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已完成       1  规定时间内协助任务完成率100%  2 驿站接收隔离人员要第一时间响应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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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使经费支出审核流程规范性 已完成     有效降低疫情导致的经济损失     已完成        1 居民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普遍知晓2  疫情防控群防群控取得较好成效3  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有效落实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已完成    社区居民对疫情防疫满意度》95% 已完成

应急指挥工作 38.13 38.13 - - 38.13 38.13 - - 100.00%    通过应急事件管理工作，有效维护辖区社会安全稳定            已完成        1、 接处应急事件数量不超230宗； 2、汛期预警响应天数不低于40 天      已完成 高效接处突发事件效率     已完成   要即    电        要即   电        要   要     已完成        1 年度经费支出额不超过年度预算 2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维护辖区社会安全稳定   有效维护     不适用 不适用   逐步提升辖区社会安全稳定   逐步提升 辖区群众满意程度》 95% 使用者满意度>95%

优抚支出 200.05 200.05 - - 200.05 200.05 - - 100.00%       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共有4名 作人员 公务员 人 编外职 人 聘员人 社 人 按照有关 件进行实施过发放优抚对象定补 重大节假日慰问金 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属体检 分 明确  责任到人  202 年预算 2  0  62万元 所需经费纳入202 年部门预算 由区财政局全额保            已完成       1、重点优抚对象人数当年认定人数 (2020年44 人)  2、优抚对象数量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完成率100%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 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2021年12月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   逐步提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优抚支出 (年中追加直达资金) 8.40 8.40 - - 8.40 8.40 - - 100.00%       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共有4名 作人员 公务员 人 编外职 人 聘员人 社 人 按照有关 件进行实施过发放优抚对象定补 重大节假日慰问金 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属体检 分 明确  责任到人  202 年预算 2  0  62万元 所需经费纳入202 年部门预算 由区财政局全额保            已完成       1、重点优抚对象人数当年认定人数 (2020年44 人)  2、优抚对象数量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完成率100%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 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2021年12月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   逐步提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优抚支出 (中央直达资金) 35.00 35.00 - - 7.95 7.95 - - 22.71%        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共有4名 作人员 公务员 人 编外职 人 聘员人 社 人 按照有关 件进行实施过发放优抚对象定补 重大节假日慰问金 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属体检 分 明确  责任到人  202 年预算 2  0  62万元 所需经费纳入202 年部门预算 由区财政局全额保            已完成       1、重点优抚对象人数当年认定人数 (2020年44 人)  2、优抚对象数量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完成率100%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 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2021年12月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   逐步提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优抚支出 (中央直达资金-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2.38 2.38 - - 2.38 2.38 - - 100.00%       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目前共有4名 作人员 公务员 人 编外职 人 聘员人 社 人 按照有关 件进行实施过发放优抚对象定补 重大节假日慰问金 优抚对象及义务兵家属体检 分 明确  责任到人  202 年预算 2  0  62万元 所需经费纳入202 年部门预算 由区财政局全额保            已完成       1、重点优抚对象人数当年认定人数 (2020年44 人)  2、优抚对象数量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及时完成工作任务 完成率100%     已完成     定恤定补金 重大节日慰问金 医疗参保补助 社区公益岗位补贴及其它支出2021年12月      及时   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不适用   提升退役军人荣誉感   逐步提升   优抚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征收事务 146.21 146.21 - - 146.21 146.21 - - 100.00%             代表政府承担南湾街道范围内土地整备 房屋征收及城市更新服务等政府职能工作 完成市  区相关部门下达的市政拆迁房屋征收土地整备和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各项工作任务            已完成            1、推进市级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 4个2、开展市 、区级房屋征收补偿项目≧  14 个      已完成    执行国家省市下发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确率 00%2 市区下达作任务的质量要求和行业规范标准的相符率00%3 基础资料和基础数据的准确率00%     已完成   市区下达工作任土地整备 城市更新和利益统筹工作任务的倒排工期时间务的质量要求2021年12月 31日前      及时     依法依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和节省财政资金 成本控制率 ≦ 100% 已完成   整合土地资源、 盘活零星土地地、优化土地资源现状     整体提升相关社区的经济效益   为市政工程和国家建设服务、 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有所保障   污水河道整治效果 通过征收拆迁和土地整备项目保护水源环境 整治污水河道   助力发展规划制定     制定中、长期规划发展目标 ，杜绝短期行为。 社区及群众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11 月到期可按合同约定支付

整治事务 1,103.58 1,103.58 - - 1,036.94 1,036.94 - - 93.96%        高效推进辖区历史违建整治，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安全感。            已完成   1  印制100本资料汇编 2 购买3吨和2吨消防车各一台 13种类别消防器材 3  针对高层违建设施消防购买51 种类别消防器材 4  历史违建综合整治评定活动数量 评审及编制16个小区资料) 5  评估 164台老旧电梯 6  更换28台老旧电梯      已完成   老旧电梯整治验收合格率全部达标     已完成   1  老旧电梯评估及安装时限按部门工作计划进度进行 2  综合整治评定活动按部门工作计划进度进行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90%2、经费支出额度不超过年度预算 已完成    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补助物业，提高工作积极性     已完成         有效提升居民防患意识，保障生活居住安全和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有效提升居家安全环境     已完成     16个整治小区居民满意度》95% 满意度达98%

综治维稳 598.97 598.97 - - 598.97 598.97 - - 100.00% 和               等         和              创 示   保  加  创        和 保         保            已完成    和   创                              等  基基     调              加      已完成 ％规， 范管理率达010％； 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不低于85%；④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居家康复参与率不低8于5％⑤；不稳定高、风险患者个案管理率达 010%。2、  解， 除 表示有吸毒(史，但 执，行率为 010%3  特，别防护期等重大     已完成   精神病人处置及时性      及时     1、 预算支出执行率≥90%2、经费支出额度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杜绝事态升级 维护社会稳定 作2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深入推进  打整治  全面净化治安环境 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3  全街道无需转化人员 4 吸毒人员戒毒成功率超  5%5 群体性事件成功处置率超   有所提升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综合治理成效   逐步显现     精防人员家属对精防工作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组织人事事务 610.11 610.11 - - 609.66 609.66 - - 99.93%            限做            等   和  制   等   制   基 和     等  编制 制制 和 编制    和   新         要            已完成     慰问职 次数全年不少于50人次 2 党建宣传电教片全年不少于3部 走访慰问次数全年 展活动不少于3次不少于 60人0次4  党员骨干培训场次全年 展活动不少于次不少于  0人0次5  订阅党建书籍份数全年不少于次不少于300本6  组织体检人数全年不少于次 不少于 500人次      已完成    1  全年开展活动党性教育活动不少于 3次)2 开展党务知识培训不少于2次 人次不少于500人次     已完成 信访诉求时限      及时     1、 经费支出额度2、预算支出执行率 ≥90%
不超过年度预

算
    不适用     不适用         1、党组织覆盖率达100%2 、党群服务站覆盖率党群服务站覆盖率   有所增强     不适用 不适用   1、推进党员亮身份2、党员党性提高   有效提高    党员对党建工作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最低生活保障 73.49 73.49 - - 51.91 51.91 - - 70.63%     保障辖区低保群众基本生活，提升低保群众幸福感            已完成      每月核定低保户实际数量≥25 户49人      已完成      救助资金按时、 足额发放到保障对象手中     已完成 低保金及时发放      及时   1、2021年预算支出额度74 522、预算支出执行率90% 2052年度经费不高于预算金额   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     整体提升相关人群的困难生活   确保民政对象的生活保障   有所提高   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提升困难居民生活保障    对于延续性项目，为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对于延续性项目，为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不低于96.63% 支出执行进度偏慢   将合理预估新增与减少的低保金发放对象， 结余部分进行统筹回收

总计 70,670.11 59,043.45 8,889.77 2,735.84 68,900.78 57,598.37 8,739.70 2,561.66 9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