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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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浦塘运行维护费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水利工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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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00 -281.00 2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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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00 2290.68 39.32 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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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68 

生态环境类经费 646.76 

维修维护经费 590.18 

运行管理经费 654.73 

上年已实施项目补差 399.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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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1%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6.83% 1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产出目标

（24 分） 

堤防、河道保

洁频率 
=1 次/日 4.8 =1 次/日 4.8 

堤防、河道保

洁长度 
=43 公里 4.8 =44 公里 4.8 

工程观测频

率 
=4 次/年 4.8 =4 次/年 4.8 

涵闸运行维

护频率 
=1 次/月 4.8 =1 次/月 4.8 

堤防绿化养

护 

=320000

平方米 
4.8 

=320737

平方米 
4.8 

结果目标

（26 分） 

设备一类率 ≥90% 3.71 =100% 3.71 

指令执行率 ≥95% 3.71 =100% 3.71 

水环境群众

满意度 
≥80% 3.71 =86.56% 3.71 

泵站运行 8大

指标综合合

格率 

≥90% 3.71 ≥90% 3.71 

绿化养护覆

盖率 
≥95% 3.71 =100% 3.71 

综合保洁覆

盖率 
≥99% 3.71 =100% 3.71 

重大安全事

故率 
=0 3.74 =0 3.74 

影响力目

标（6 分） 

考核制度建

立 
建立 6 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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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浦塘水利工程，全长 43.89 公里，包含江边枢纽泵站、阳澄湖枢纽、

58 座桥梁、78 座两岸口门控制建筑物、68 公里护岸及河道工程。项

目设立为保证工程安全可靠运行，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解决周边用

水需求，提升七浦塘生态环境。 

项目总目标 运行安全可靠，群众满意度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预算执行率 95%以上,目标任务完成率 100%,工作效益达到目标值。 

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七浦塘运行维护项目财政预算经费 2611 万元，年中根据

项目实施情况调减经费 281 万元，调整后预算经费 2330 万元，包含

生态环境类经费，维修维护经费，运行管理经费以及上年已实施项目

补差经费， 专款专用率 100%，预算执行率 98%，目标任务完成率 98%。

现将项目实施情况简介如下： 

    （一）经费使用情况 

    1、生态环境类经费。年度预算经费 654 万元，实际使用 646.76

万元， 主要用于购买社会化保洁、养护服务等项目，保障七浦塘生

态环境。 

    七浦塘相昆常段及阳澄湖中西湖连通工程河道及两侧堤防、闸站

保洁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418.2 万元，服务期两年，中标单位为苏州

水天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支付 2020 年服务费用 204.4

万元。项目配置清扫车 2 辆、路面养护车 1 辆、三轮电动保洁车 8 辆、

保洁船 5 条、农用保洁船 2 条，配备人员 26 人，主要负责七浦塘相

昆常段、阳澄湖中西湖连通工程管理范围内所有的河道、堤防、道路

等设施以及管理范围内绿化带的保洁。 

    七浦塘太仓段河道及两侧堤防、闸站保洁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318.2 万元，服务期两年，中标单位为苏州水天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目前已累计支付 2020 年服务费用 158.5 万元。项目配置清扫车 2 辆、

路面养护车 1 辆、三轮电动保洁车 8 辆、保洁船 3 条（2+1，2 条日常

使用 1 条备用），配备人员 20 人，主要负责七浦塘太仓段管理范围内

所有的河道、堤防、道路等设施以及管理范围内绿化带的保洁。 

    七浦塘相城昆山段绿化养护服务。项目中标合同价 141.9 万元，

服务期两年，中标单位为苏州新城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支

付 2020 年服务费用 59.7 万元。主要针对七浦塘相城段、昆山段、常

熟段河道两侧红线范围内的堤防绿化开展日常养护。 

    蓝藻自动清理船。项目中标金额 69 万元，中标单位为杭州古伽

船舶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支付 90%进度款 62.1 万元。通过投放

蓝藻自动清理船，有效提高清水通道蓝藻打捞效率，保障水质安全。 

    此外，生态环境类经费主要还用于支付 2019 年购买的阳澄湖枢

纽后勤外包服务、江边枢纽后勤外包服务的 2020 年度费用 ，中西湖

连通工程绿化养护服务进度款以及江边枢纽及白迷泾绿化养护费等

项目。 



    2、维修维护类经费。年度预算 443 万元，由于 需要应急实施防

汛道路路面修复、设备维修等维护项目，经财政部门同意，将运行管

理经费中节约的电费 180 万元调剂至维修维护类经费使用，实际使用

590.18 万元，主要用于设施、设备维修等项目，提高整体工程质量。 

    七浦塘闸区绿化补植工程。项目中标合同价 166 万元，由苏州园

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目前累计支付工程 70%进度款项 116.2

万元，其中，上年已实施项目经费补差列支 50 万元，2020 年维修维

护类经费列支 66.2 万元。工程主要实施内容包括七浦塘十九处闸站区

域以及现有 5.9km 巡查便道两侧范围内的绿化增补、地被补植。本工

程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通过验收，总计增加绿化面积约 13.5 万平米。 

    防汛道路增设巡查便道及路面修复工程。中标合同价 211.8 万元，

由苏州市吴中水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施工，目前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

项 43.1 万元。主要实施内容包括新增面宽 1.5m 的透水混凝土巡查便

道 2.3km 以及对沿线 46 处接堤路口的结构改造，并针对现状路面裂

缝、弯道破损、路桥接壤沉降等问题进行修复。本工程 2020 年 11 月

18 日开工，计划于 2021 年 4 月完工。 

    防汛道路积水点改造及局部整修工程。中标合同价 145.68 万元，

由苏州盛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目前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项

41.5 万元。主要实施内容有增加排水沟及强排泵井解决防汛通道积水

问题，调整地形建设雨水花园，使巡查便道周边雨水自然汇水下渗，

符合海绵城市生态理念。本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7日开工，计划于 2021

年 6 月完工。 

    巡查便道配套景观提升工程。项目中标合同价 136.6 万元，由苏

州科创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目前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项

39.2 万元。主要实施内容有巡查便道周边绿化提升和配套设施增设。

补植黄山栾树、垂丝海棠等 3 个品种的乔灌木共 285 株，白三叶、麦

冬、花叶蔓长春等地被植物 2.4 万平米；3 种类型的景观配套设施共

计 54 处、其中景观标牌 15 处，亲水平台 1 处，休憩座椅 38 处。本

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开工，计划于 2021 年 6 月完工。 

    此外，运行维护类经费主要还用于江边枢纽 4#机组抢修，阳澄湖

枢纽地涵工程安全鉴定，闸站设施零部件更换等项目。 

    3、运行管理类经费。年度预算经费 834 万元，实际使用 654.73

万元，主要用于设施自动化升级、工程观测等项目，提升管理精细化

水平。 

    江边枢纽运行外包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269.98 万元，服务期两年，

中标单位为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目前累计支付 2020 年服务款项

103.5 万元。项目配备负责人 1 名，常驻运维人员 3 名，开机增派运

维人员 5 名，主要承担江边枢纽泵站的运行管理、安全管理责任，按

照水利部《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及相关技术规程要求组织开展泵

站运行、巡查检查、设备保洁、人员培训等工作，并形成满足国家级

水利工程管理考核验收的技术资料。 

    七浦塘闸门安全辅助升级项目。项目总投入 109.6 万元，中标单

位为北京尚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累计支付工程进度款项

43.9 万元。本项目在七浦塘闸门自控系统基础上，对七浦塘太仓段、



监控中心软硬件、七浦塘单孔节制闸等进行升级改造。目前项目正在

进行中，总体进度完成 80%左右。 

    七浦塘工程观测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99.5 万元，服务期两年，中

标单位为苏州子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累计支付 2020 年服务

款项 39.8 万元。项目主要包括七浦塘沿线 70 个闸站以及 43.89km 河

道的工程观测。观测过程中做到“四无、四随、四固定”，严格保障

观测精度，及时进行观测资料分析、整编，充分发挥观测成果对水利

工程管理的支撑性、指导性作用。 

    此外，运行管理类经费还用于七浦塘水利工程电费支出、水费支

出等项目。 

    4、上年已实施项目补差经费。2020 年，共实现项目补差经费 399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 2019 年项目尾款及已实施项目进度款，包括七

浦塘闸门自动化控制系统项目进度款支付 103.5 万元；七浦塘闸区绿

化补植工程进度款支付 50 万元；七浦塘涵洞远控及监控项目进度款

支付 31.7 万元等。 

    （二）项目保障措施 

    1、创新管理体系，实现管养分离。我处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改变传统工作模式，通过现有 55 名职工技术力量

的统筹互补，实现 3 名专职职工对七浦塘全线的扁平化管理，做到统

一管理、统一运行、统一调度，显著提高了工程管理效能。在工程管

理实际中，我处以精细管理、精准调度为目标，开拓思路，扬长补短，

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专业、人力、管理方面优势，购买养护、绿化、

维修、运行、保洁等社会服务。目前已引进 9 支社会化专业队伍，计

79 人，对 43.89km 河道、70 个闸站运行、养护和保洁实施市场化管

理。 

    2、健全规章制度，督促各方履责。为实现高质量管理，我处修

订完善了部门职责类、岗位职责类、行政管理类等 11 大类规章制度，

并进行制度汇编。狠抓制度落实，关键岗位制度和设备操作规程全部

上墙明示，并由管理处领导对全体职工执行制度情况进行跟踪检查考

核，增强全管理处职工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为提高运行水平，编写了

《水闸工程运行管理规程》、《泵站工程运行管理规程》、《堤防工程运

行管理规程》，明确了调度运行、设备操作、维护养护、工程检查等

方面工作标准、作业流程和分工职责。 

    3、完善巡查机制，细化考核要求。一是严格考核标准。管理处

组成考核组，对外包单位每月进行考核，并向外包单位通报考核结果，

考核结果与项目进度款挂钩。采用车船 gps 轨迹追踪、钉钉 APP、人

脸识别考勤等现代化数字技术，以团队出勤率、作业里程统计、综合

报表为基础，结合现场作业质量检查，形成数字化管理痕迹，实现合

同高标准量化管理 ；二是建立驻点职工巡视制度。通过对工程管理、

维修养护等社会化服务单位进行日巡查、月检查、季通报，年终考核

评价等方式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并按照操作规程及时做好记录，规

范值班记录和检查记录，及时上报检查内容和相关技术报告、报表。

三是积极尝试先进管理手段。以统一空间底图和 GIS 为基础平台，集

成多种水利要素和信息数据，构建全方位河道信息空间，形成水利工



程“一张图”综合管理平台，对发现问题进行工单化管理。引入无人

机立体巡查，利用正射影像比对，点线面全方位“无死角”巡查，进

一步向工程精细化管理迈进。 

    （三）安全生产落实 

    我处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准

化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一是

设立安全领导小组，层层落实安全制度。完善领导小组组织架构，明

确了专、兼职安全员，制定了安全生产工作制度，把安全责任层层分

解，并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职工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开展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及测试，每月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

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对开展的安全教育活动努力达到对象全面化、

渠道多样化的目标。全年保证一般职工安全培训时间每人每年不少于

12 学时，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24 学时。二是严格要求外包单位履行

安全责任。与外包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督促外包单位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要求外包单位配备安全生产设施，落实外包工作人员三级安全

教育，做好防水、防火、防电等工作，避免生产安全事故。 

项目管理成效 

    （一）生态环境好中向优，群众认可度提升。目前，水功能区七

浦塘枢纽断面、白云路桥断面等 5 个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指标，超

过约束性目标要求（Ⅲ类）。日常巡视中，未发现七浦塘河道及堤岸

存在垃圾侵扰现象。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为总体满意度 86.56%，群众

反映良好。2020 年，七浦塘入选水利部最美家乡河评定，当选江苏省

生态美丽河湖样板工程。 

    （二）设备设施工况良好，引排任务执行通畅。根据《泵站技术

管理规程》（GB/T30948-2014）及《水闸工程管理规程》（DB32/T 

3259-2017）要求，我处对七浦塘江边枢纽泵站 5 大类 96 项设施设备、

阳澄湖枢纽 6 项设施设备开展了自评检查，所有设施设备均达到了 1

类标准。2020 年，江边泵站执行指令次数 27 次，引水 86 天、4274

台时，引水 4.616 亿立方；排水 18 天、587 台时，排水 6341 万立方，

2 小时指令率达到 100%。目前，我处顺利通过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

位考核，获评江苏省水利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单位。  

    （三）项目考核从严从实，整体效益充分发挥。严格按照合同约

定对各项目进行考核，细化考核要求，重点把控项目质量。外包单位

人员配置齐整，劳动保障措施齐全，日均出勤率达到 100%，七浦塘

水岸优美，设备安全可靠。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七浦塘属于新拓浚水利工程，对照“生态美丽幸福河湖”建

设的新阶段新要求，在生态多样性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2、部分河道沿线居民和过往群众存在随意丢弃垃圾、杂物行为，

对河道维持常态化水岸整洁带来压力。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大生态环境类项目投入，通过工程措施提升景观质量。进

一步加强养护力量，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加快工单办结速度。 

    2、加强舆论宣传引导，通过与传统媒体合作、开设自媒体账号

等形式，宣传河道保护的重要性，提高群众爱河护河意识。加大巡查

巡视力度，坚决打击破坏水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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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