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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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区河道保洁费用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河道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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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5.00 -156.03 30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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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97 3038.96 60.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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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95 

水环境整治费 92.18 

设备设施维修及备品备件购置 206.64 

保洁工作经费 162.89 

保洁标段承包费 25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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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5% 1 

政府采购规

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产出目标

（24 分） 

保洁覆盖率 =100% 3.43 =100% 3.43 

城区保洁河

道公里数 

=215 公

里 
3.43 =215 公里 3.43 

城区保洁河

道条数 
=180 段 3.43 =180 段 3.43 

全年考核次

数 
=12 次 3.43 =12 次 3.43 

设备（船只）

维保数量 
=184 条 3.43 =184 条 3.43 

GPS 维保数量 =177 3.43 =177 3.43 

采购设备备

品救生绳数

量 

=2000 米 3.42 =2000 米 3.42 

结果目标

（26 分） 

水面大面积

（5 平米以

上）漂浮物 

无 4.33 好 4.33 

河道周边居

民满意度 
≥95% 4.33 ≥95% 4.33 

考核良好率 ≥90% 4.33 ≥90% 4.33 

全年打捞河

道垃圾总量 

≥10000

吨 
4.33 

≥10000

吨 
4.33 

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 
=100% 4.33 =100% 4.33 

机械化率 ≥20% 4.35 ≥20% 4.35 

影响力目

标（6 分） 

制定现场及

远程监控自

查巡查检查

机制 

制定 3 好 3 

制定 2020 年

姑苏区河道

保洁服务作

业考核细则 

制定 3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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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 2019、2020 年苏州城区河道保洁工作，2018 年底启动

了城区河道保洁再招标工作，于 3 月份顺利落实 3 家单位，扎实有效

的开展河道保洁工作，并由市河道管理处实施长效管理。经 18 年底

根据《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及属地管理原则对城区保洁河道再梳理，

现保洁河道 180 段（条），215 公里，保洁船只 184 艘。 

项目总目标 
实现城区河道保洁全覆盖，提高河道保洁管理水平，提高河道保洁质

量，提高群众满意度 

年度绩效目标 
做好河道保洁考核管理工作、做好城区河道蓝藻防控工作、确保河道

水面、边坡干净整洁 

项目实施情况 

1、落实城区河道保洁长效管理机制。2020 年苏州城区河道共分 3 个

标段（古城区、城南区、城北区），保洁河道 161 条，保洁河段 180

段，保洁船 184 艘，保洁长度为 215.69 公里,实现城区河道保洁全覆

盖。由 3 家单位负责城区河道的保洁工作，城区共有各类河道保洁从

业人员 491 名，包括 24 名现场管理、3 名项目负责人、3 名技术维修

人员，全年投入保洁服务经费 2577.24 万元。全年打捞垃圾量 1.04 万

吨（含杂树杂草、水草和边坡垃圾清理量），基本实现了水面垃圾日

产日清、边坡杂树杂草即长即清，边坡垃圾不积存，保障沿河居民的

良好生活环境。 

2、稳定保洁队伍，弘扬社会正能量，加大爱河护河宣传。通过河道

保洁的市场化运作，增加了现场管理人员、保洁员、垃圾清运工、河

道巡查员等岗位近 500个，并鼓励服务单位为保洁员缴纳社保公积金，

稳定了保洁员队伍。在做好日常河道保洁工作的同时，河道保洁员队

伍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己救人、拾金不昧的典型。自今年一月份起，

共发生好人好事 21 件，其中救人 6 件，打捞尸体 12 件，拾金不昧 3

件。为了更好的弘扬社会正能量，鼓励保洁员多做好人好事，我科室

根据《苏州城区河道保洁员“好人好事”奖励申报规定》，按季度及

时发放了奖励，并在局官网和媒体上刊登先进事迹专题报道，加强社

会正能量宣传。全年共投入保洁工作经费 162.89 万元。 

3、建立“一标一册”、“一船一档”，规范项目管理。规范各服务单位

的管理台账，建立“一标一册”，结合船只大修工作，建立“一船一

档”，完善好船只的各项参数指标，严格把控船只上排大修质量，并

督促标段从人员信息、船载 GPS 动态、船只维修、充电点巡查、现场

管理、疫情防控、垃圾清运等方面，规范各环节工作，完善运行管理

记录。全年设备维修经费 206.64 万元，确保城区河道保洁力量充足，

提高河道保洁作业质量。 

4、创新工作机制，加强部门联动。针对卫生死角，联合属地街道环

卫开展集中整治活动，联合城管部门开展平江片区、环城河老运河段

清理渔网、地笼等活动，并沿河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河制止，更新

爱河护河不文明行为曝光台，倡导“爱河护河、从我做起”的良好风

尚。针对部门断头浜、滞留区和水流缓慢的区域，增设助流设备，有

效改善局部水环境。全年投入应急、突击等经费 92.18 万元。 

5、完善和细化《河道保洁考核办法》，建立《巡查员考核办法》，从



项目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管理、作业要求等方面，严格落实月度考

核制度，全年考核 12 次。对保洁单位发生违规行为，按照考核办法

严肃处理，并通报批评。对重要机关、重要商业区等周边河道，强化

保洁力度，增加保洁频次，针对落叶花瓣较多区域，实行拖网清理，

确保日常保洁效果。文明城市筹备及复查期间，对城区河道为期一个

月的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即时整改，确保呈现出苏州水环境最美的

一面，助力文明城市复查工作。 

6、加强巡查、快速反应，完善河道巡查监督网络。日常巡查和专项

检查相结合，建立河道保洁员、现场管理员、河道巡查员、科室检查

四级巡查网络，全方位反映河道实时信息。明确专人对河道实时信息

分类、处理、上报、跟踪。要求保洁问题、蓝藻问题“当日问题当日

处理”，并汇编入册，形成问题清单，计入考核，闭合管理。发现排

污、违章等情况，按要求形成“姑苏区涉河管理问题反馈单”并移交

相关部门，共移交山塘河 458 号管道内排放污水、后头巷浜污水入河、

官太尉河轨施工导致泥浆入河等 14 条经核实有效的排污、违章问题，

并配合相关科室、执法部门、环保部门，现场了解情况，协调处理。 

7、完善现场考核及远程平台监督检查机制，探索机械化打捞。今年

新购置长臂船一艘，投入彩香河、白莲浜、上塘河周边使用，在蓝藻

期、落叶季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177 艘保洁船装载 GPS 定位设备，

实时记录船只行驶轨迹、作业时长，实现精准化管理。建立了水环境

巡查信息系统，对人员管理、现场管理程序化，推动保洁、水质、违

章、污水等水环境情况综合监管。 

项目管理成效 

较好的落实城区河道保洁长效管理，及时清理河面垃圾、河面蓝藻、

边坡垃圾等，实现了河道水质良好、水面干净、边坡整洁的效果。2020

年河道保洁满意度调查中，150 份问卷中，满意为 147，不满意为 0，

满意率达到 97 %。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目前，184 艘船中仅有 40 艘具备机械化打捞设备，打捞设备的机

械化程度不够，人工打捞的范围和精细度无法满足水环境质量要求，

需进一步提高设备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作业质量和作业效率； 

2、近几年，随着爱河护河的宣传，市民的环保意识已有大幅提高，

但仍有不少沿河市民、商家、饭店卫生习惯差，随手将剩菜剩饭及生

活垃圾向河道随意抛洒、倾倒，污水直排入河，不良行为屡见不鲜、

屡禁不止，导致部分河道水面浮漂油污，水质感官差。 

3、随着信息化发展，河道考核管理已基本实现智能化监管，各保洁

服务公司、巡查公司均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但是使用范围局限，信

息共享度差，数据分析及预警能力欠缺，仍需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在 40 艘船装备机械化打捞设备的基础上，投入长臂打捞船进行机

械化打捞试点，结合苏州姑苏区河道的特点，进行设备的改进和完善，

实现精细化作业。同时，探索“自动化”无人船垃圾收集清理研究。 

2、一方面加强与街道、城管等部门联动，配合执法，对不文明的行

文加强劝导和制止。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市民提高水生态环保意

识，鼓励市民争做爱河护河的宣传者、践行者和监督者，努力营造全

民治水的浓厚氛围。 

3、在现有的信息平台基础上，增加功能模块，对人员管理、现场管

理程序化，推动保洁、水质、违章、污水等水环境情况综合监管，增

加系统的实用性和信息共享，增加数据分析和预警功能，提高监管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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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