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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0

项目名称*： 绿化管护经费

项目属性 政府专项-重点专项 项目类型*：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项目负责人*： 杨国洪 联系人*： 张蹊跷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项目总金额（万元）*： 10,064.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元）： 10,064.00

联系电话*： 86020802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总目标*：

1、保障城市绿化长势良好，发挥园林绿化产生的生态效益，为广大市民提供优美的休息
环境。
2、保障公园各类创建工作的开展，提升城市社会影响力及打造旅游品牌。
3、保障公园开放文明、有序，为游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城市绿化管护，就是用于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满足居民休闲娱乐要求、营造城市景观、美化生活环境的一种积极措施。
    江阴市绿化管护项目的主管单位是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及
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实施单位是江阴市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文公
司”），旅文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由江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资组建
成立的。旅文公司对该项目组织并实施的主要工作：重点公园绿地、城区公共绿地、小区
、乡镇主干道的绿地、市级及高速道路绿地的养护、公园物业管护、设施设备的修护等。
下属单位有江阴市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江阴市城市园林设计院。

项目实施计划*：

1、坚持公园长效管理，保障公园开放文明、有序，为游客提供服务和帮助；
2、做好绿化管护生产计划的安排、组织及实施，发挥园林绿化产生的生态效益；
3、保障公园绿地各类设施设备正常使用，保障市民游园安全；
4、做好各类相关创建工作，提升城市社会影响力及打造旅游品牌；
5、做好节假日、重要活动的环境布置，为广大市民营造优美环境；
6、新接手公园及时进行物业化规范管理。



年度绩效目标*：

1、 本年度主要负责全市3258万平方米绿化的养护，保障绿地景观效果，树木保存率达
95%，树干受害率控制在10%以内。
2、本年度做好公园的物业管理及设施设备维修工作，保障公园及绿地各类设施设备的正
常使用，保障市民游园安全。
3、绿地环境和公园物业管护满意度系数达到比较满意，诉求处理率达到100%。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资金保障较好

投入管理

资金调整率 ≤10%
低于10%说明预算资金调整

不大，比较正常。

预算执行率 ≥90%
>=90% 说明预算资金执行

正常。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有效说明项目单位为保障
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等
采取了必要的监控、管理

措施。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说明财务制度健全、

完善、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合规的内涵包括不出现任

何一种不规范情形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说明合同要素明确、
清晰，合同双方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
性

健全
健全说明项目建立合法、
合规、完整的供应商考核

制度。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可控的内涵包括：1.已制
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
要求或标准；2.采取了相
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
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
段；3.对考核结果及时进

行反馈和应用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健全

健全的内涵包括：1.已制
定或具有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或机制；2.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或机制合法、合
规；3.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或机制完整；4.按人力资
源管理制度或机制进行管

理。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规范的内涵包括：1.验收
方式、流程合理、明确
2.验收范围全面、明确。
3.该项目按照计划及时验

收。

档案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的内涵包括：1.已制
定或具有档案资料管理制
度或机制；2.档案资料管
理制度或机制健全完整；
3.按照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或机制执行。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说明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能够保障项目顺利实

施。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规说明采购符合采购相

关法律法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完成接收的绿化管护 =100%
100%说明全面完成养护任

务

数量

产出目标

项目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规范的内涵包括：1.对新
资产进行登记入库；2.对
现有资产进行清查、统
计；3.对现有相关资产进
行报废处置；4.按照流程

使用资产。

完成已接收公园的物
业管护

=100%
100%说明全面完成公园物

业管护任务

设施设备维修 ≥90%
根据维修计划结合财政维

修资金测算

质量

草坪地被覆盖率 ≥90%
《江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等级标准》

树木保存率 ≥95%
《江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等级标准》

《江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等级标准》

公园日常管理 文明有序
《江阴市绿化管护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树干受害率 ≤10%
《江阴市城市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等级标准》

设施设备维护 正常使用
《江阴市绿化管护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时效

植物生长情况
基本正常，
保持良好生

长势



产出目标

总费用 ≤1.26亿

根据《江阴市绿化管护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江
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
理计价定额》（2017年
版），结合上年管护费用
加新增绿地与物业管护进

行测算

成本

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
品位，增加城市综合

实力
提升

园林绿化是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组成部分，改善了
城市生态和景观环境，提
高了人民生活质量，也是
提升城市形象和品味的核

心所在

美化环境，改善人居
环境质量

美化与改善

园林绿化是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组成部分，改善了
城市生态和景观环境，提
高了人民生活质量，也是
提升城市形象和品味的核

心所在

≥70% 公众较满意

市民对本市公园保
洁，保安等管理现状

比较满意
≥70% 公众较满意

社会效益

净化空气，保护生态
环境

净化
通过植物搭配，达到净化
空气，吸尘降温等效果

环境效益

效果目标

绿化建设资金反复投
入

=0
资金反复投入率=反复投入
资金/绿化管护资金总投入

*100%
影响力目标

诉求处理率 =100% 接受诉求全部处理

满意度

市民对于管护范围内
的绿化养护效果满意

度

项目结余资
金

301.48

资金使用率
（%）

97.10

设施设备维修计划 有计划
是否对设施设备有维修计
划，以保障设施设备正常

使用。

长效管理

0

财政专项拨款资金 10064.00

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资金

预算经费和明细测算

上年度项目资金
使用情况

年度预算安
排资金

10387.70
项目实际使

用资金
10086.22

0

专户管理的非税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项目完成进度
（%）

100.00

项目资金总额 10064.00

其中：财政经常性拨款资金

项目资金来源



事业收入 0

经营收入 0

上级补助收入 0

以前年度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资金 0

绿化管护经费 10,064.00

其他收入 0

项目概算

项目明细名称 金额 用途

项目资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