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智水苏州(含调度指挥中心视频会议系统

建设）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水务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5000.00 0.00 50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5000 

智水苏州 2019 年项目(一期)建设及监理费

用 
500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0% 1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产出目标

（24 分） 

视频监控姑

苏区覆盖河

道条数 

=9 条 4 =11 条 4 



信息调度指

挥中心建设

完成率 

=50% 4 =65% 4 

智水苏州基

础硬件平台

建设完成率 

=100% 4 =100% 4 

防汛系统完

成率 
=100% 4 =100% 4 

供排水企业、

用水大户监

管覆盖率 

=100% 4 =100% 4 

涉水视频监

控建设完成 
=315 路 4 =332 路 4 

结果目标

（26 分） 

苏州市涉水

数据（含视

频）量 

>500T 8.67 =1293T 8.67 

软件系统相

关业务人员

使用率 

=100% 8.67 =100% 8.67 

软件系统使

用者满意度 
>90% 8.66 =100% 8.66 

影响力目

标（6 分） 

运维人员培

训人数 
>40 人 3 =88 人 3 

建设全面实

用的信息化

标准规范文

档 

>18 份 3 =25 份 3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以“智慧

驱动、精准治理”为理念，通过构建感知与仿真、决策与预警、调度

与控制三大核心能力，实现感知全天候、业务全覆盖、监控全过程，

建设以科学治水、精准治水、依法治水、全民治水为核心的“智水苏

州”全国智慧水利水务样板。 

到 2020 年底，补充完善水利水务物联感控基础建设，丰富水利水务

数据资源，支撑水利水务决策分析的需要。在一期建设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防讯排涝、水利工程监管以及供排水管理等业务应用系统和全市

区域推广；整合业界领先技术，进行水生态环境修复、水利水务规划

建设、水资源综合管理、农村水利等其他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完善

政务事务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化建设，实现业务信息化支撑的全覆盖

政务事务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化建设，实现业务信息化支撑的全覆盖，

全面支撑苏州城市发展，实现“护水惠民”。 

本项目建设时间为 2020 年-2021 年。 

项目总目标 

调度中心二期建设目标主要在持续优化一期项目的十大业务场景，扩

大场景数据的试点范围，并建设更多的业务领域场景，例如水资源、

农村水利等。通过接入物联网、视频监控平台实时数据，融合更多行

业管理部门的数据，不断丰富数据采集纬度，利用机器学习、大数据

技术提升对于态势感知与决策分析的智能辅助决策能力。 

年度绩效目标 

1、运行态势全局掌控 

通过全面覆盖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和智能化的视频监控体系，在实现全

市水利水务运行状况自动感知的基础上，接入新增的物联网平台及视

频监控平台的实时数据，以高度可视化的方式实时展示业务运行体征

数据，构建运行全貌。实现水资源管理、防洪、内涝、供排水管理等

方面的业务关键场景一张图展示。 

2、关键事件的应急协同处置 

完善水务日常治理及应急事件处置体系，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化处理

流程，构建具有监控预警、指挥调度、部门联动等功能的应急事件处

置平台，实现日常管理的协同和应急状态的联动。 

3、风险隐患科学预防 

根据风险决策模型，对运行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实时分析，提前

预知业务运行中的各项风险，减少事故发生。融合环保、国土、交通、

住建等多个方的运行数据，实现监察一体的协同指挥能力。 

4、业务发展智慧决策 

依托水利水务设施实时运行收集到的各类数据，从时间、事件等多维

度对水资源管理、防洪、内涝、供排水管理等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决

策分析。针对苏州水利水务治理的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进行专题分

析，为苏州水务局的决策提供依据。 

5、多屏可视及交互能力 

利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新技术，构建大屏更丰富

立体的交互能力，提升调度中心的易用性，提升在态势感知、应急协

同、监察预警、智慧决策等多维业务场景下的指挥效果。 



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前期工作。 

    “智水苏州”2019 年项目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设计，江苏普兰陵

信息系统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监理。2018 年 12 月，市发改委《关于

下达市水务局“智水苏州”项目任务书的通知》（苏发改信〔156〕号）

批复同意实施“智水苏州”2019 项目。2019 年 3 月，苏州市大数据

管理局下发《2019 年度市级电子政务项目实施计划（第一批）》中明

确该项目的评审建议为 12500 万元。2019 年 5 月至 10 月开展项目设

计文件、财政评审文件及招标文件编制工作。2019 年 10 月通过政府

采购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 11690.08 万元。 

调度指挥中心视频会议系统由江苏新亿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计，江

苏国保信息系统测评中心有限公司为监理。2019 年 5 月，苏州市大数

据局 2019 年 7 号文件批复了该项目，并在《2019 年度市级电子政务

项目实施计划（第二批）》中明确该项目的评审建议预算为 3235 万元。

2019 年 9 月通过政府采购由苏州希格玛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中标价

29296900.00 万元。 

2、项目实施工作 

（1）“智水苏州”2019 年项目项目自 2019 年 11 月 5 日正式开工，分

软件、硬件和服务三部分实施。 

软件部分：完成智水苏州综合指挥调度中心、防汛排涝决策业务体系、

生态河湖监管业务体系、城市供排水业务体系、移动工作平台、基础

管理平台、行政审批管理系统、统一运维管理平台、数据平台、视频

管理平台、物联网平台、融合通信平台、地理信息平台、信息化治理

保障体系建设。 

硬件部分：完成水务感知网基础设施-水务感知网网络、业务资源支撑

平台、水利无线专网，融合通信平台设备、河道感知视频系统、排口

监测设备、窨井液位监测设备、河道断面监测设备、水位监测系统、

潮位监测系统、流量监测系统、水质监测系统、无人机巡检设备。 

服务部分：完成城区河道视频分析服务、通信服务、集成服务。 

项目于 2020 年 6 月试运行，2020 年 12 月完成验收，并正式上线使用。 

调度指挥中心视频会议系统自 2019 年 10 月开工。建设了平台层：融

合指挥系统；业务应用层：多媒体会议系统（含视频会议系统）、LED

大屏系统；基础传输层：计算机网络及机房系统、综合布线、安防系

统（视频监控、电子巡更、一卡通、停车场管理）、有线电视系统等。

项目于 2020 年 5 月预验收试运行，2020 年 7 月完成验收，并正式上

线使用。 

3、投入目标 

（1）资金使用合规性，合规。有市发改委批复、市大数据管理局任

务书，项目招标符合政府采购规定，有进度款申请、审批及相关凭证； 

（2）财务制度健全性，健全。有项目实施单位财务制度，内控制度，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3）各级财政应承担资金到位率，100%。年初预算 5000 万元，财政

拨款 5000 万元，实际支付 5000 万元； 

（4）预算执行率，100%。市级财政预算 5000 万元，实际支出 5000

万元； 



（5）专款专用率，100%。项目建设按照实施方案完成建设内容，项

目结算按工程进度结算。 

（6）实际风险事件有效控制率，100%。项目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

标制、合同管理制、建设监理制。本项目年度未出现工程建设质量方

面的投诉、举报及未发现工程建设质量、施工安全、资金安全等问题。 

（7）可行研究充分性，充分。委托设计、造价咨询相关部门审批批

复。 

（8）工程变更合规性，合规。进行变更备案和变更批复。 

（9）与预期质量计划差距定期检查率，100%。工程例会，日常检查，

监理月报，质量检验月报，工程验收。 

4、产出指标 

（1）视频监控姑苏区覆盖河道 11 条。 

（2）信息调度指挥中心建设已完工验收，实际完成值 100%。 

（3）智水苏州基础硬件平台建设完成率 100%。 

（4）防汛排涝决策指挥业务体系：防汛只会综合信息系统、城市内

涝预报预警系统、精细化降雨数值预报系统、智能物资管理调度系统

全部完成，完成率 100%。 

（5）供排水企业、用水大户 616 户监管覆盖 616 户，覆盖率 100%。 

（6）涉水视频监控建成 332 路。 

项目管理成效 

一、结果指标 

（1）共存储苏州市涉水数据 1293T，目标值大于 500T。 

（2）软件系统相关业务人员 77 人，实际使用 77 人，使用率 100%。 

（3）软件系统使用 77 人，满意 77 人，满意度 100%。 

二、影响办指标 

（1）运维人员培训 88 人。 

（2）建设全面实用的信息化标准规范文档 25 份。 

三、管理成效 

（1）构建了水务感知体系，提升了水务监测、预警和管理能力。 

（2）实现了全面互联互通，提升了协同联动调度，水务资源整合和

跨部门、多层次的协同联动能力。 

（3）构建了“智慧水务大脑”，提升了预警预报、分析研判、精细化

治理能力。 

（4）通过推进资源整合，辅助智能决策，实现了全面互联和充分共

享，推进了大数据应用，促进了业务流程优化升级和业务模式创新，

全面提升了智能决策能力。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智水苏州是一个新建的涵盖水务多部门、多业务的综合性信息系

统，各个不同业务处室系统使用仍需磨合。 



2、智水苏州目前文献资料利用率不高、业务数据整合困难。因为各

市、区水务局信息化建设程度不同。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增加定期的业务系统培训，使系统充分融合到业务工作中。 

2、根据智水苏州标准化建设指南，指导各市、区水务局加快信息化

建设，加快水务一体化建设。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