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周勇 联系人 叶仕兴 联系电话 13823049756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9-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6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46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60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通过开展水环境调查研究、水生态调查研究、水资源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成因、目标、任
务、措施，形成《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点》、《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文本和研究报告的编制及报告图件绘制。构建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
态的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项目，
为持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规划依据和保障。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十七号）2.《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技术大纲>和<重点流域水生态
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指导组和流域组组成方案>》（环
办水体函〔2019〕937号）3.《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编制的通知》（粤环函[2020]330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编制技术大纲》《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的
通知》及市政府工作部署（办文编号SJ20203004），由我局牵头开展《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通过编制实施该规划，构建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的
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项目，为持
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规划依据和保障。

项目总目标

通过开展水环境调查研究、水生态调查研究、水资源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成因、目标、任
务、措施，形成《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点》、《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文本和研究报告的编制及报告图件绘制。构建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
态的规划目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项目，
为持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规划依据和保障。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本项目将提交研究报告2本：《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点》、《珠海市
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文本，通过实施本项目，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掌握珠海水环
境、水生态及水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十四五
”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项目，为持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提供规划依据和保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咨询费 16500 16500

    专家评审会、咨询会 16500 16500 1100 15

研究报告编制费 152000 152000

    教高级工程师劳务费 14000 14000 1000 14

    高级工程师劳务费 48000 48000 800 60

    中级工程师劳务费 90000 90000 600 150

监测费用 278000 278000

    水生生物监测 161000 161000 3500 46

    沉积物监测 21000 21000 3500 6

    水质监测 96000 96000 3000 32

会议费 13500 13500

    会议费 13500 13500 450 30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规划印刷数量 >=5(2020)

质量指标 规划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2020)

时效指标 规划完成及时率（%） =100(20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构建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的规
划目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
“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
项目，为持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
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

规划依据和保障。

完成(20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规划印刷数量 >=5(2021)

质量指标 规划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规划完成及时率（%） =100(20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构建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的规
划目标指标体系，科学系统谋划珠海市
“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任务和
项目，为持续改善珠海市水环境质量、
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

规划依据和保障。

完成(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0年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支持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刘艳萍 联系人 何陇 联系电话 2121405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80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4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40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纳入国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根据《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11号）要求，2020年需完
成33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同时还需完成本项目签订采购合同以前2017至2019年已经实施
的行业排污许可证的变更和新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支持工作。

立项依据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和《广东省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方案》，制定本项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工作属于生态环境部下达，针对全国排污单位持证依证排污。

项目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的要求，2020年需完成现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通过排污许可技术服
务，确保完成我市涉及重点管理、简化管理需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固定污染源约700家的排污许可证
的核发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12月31日前完成全市排污单位依据全国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支持服务 1400000 1400000

    排污许可证技术支持服务A包 700000 700000 700000 1

    排污许可证技术支持服务B包 700000 700000 700000 1

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支持服务 1400000 1400000

    排污许可证技术支持服务A包 700000 700000 700000 1

    排污许可证技术支持服务B包 700000 700000 70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核发各相关企业的排污许可证 ≥700(2020)

质量指标
全面完成国家和省部署的年度排污许可证核发

任务
全面完成(2020)

时效指标
2020年完成现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

作
及时(202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排污许可证核发，推进企业对自身环境管
理现在进行再梳理，通过清洁生产等，推动环
境管理转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环境管理能
力，确保合法排污，避免因非法排污等带来的

不利影响。

提高(2020)

社会效益指标

排污许可证要求企业在申请前自行信息公开、
政府在核发后发布公告，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开
展申领、核发，让公众知晓哪些企业持证排污

、知晓企业排污应当履行什么环保义务

加强(2020)

生态效益指标 让公众及时了解企业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情况。 及时(20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核发各相关企业的排污许可证 ≥700(2021)

质量指标
全面完成国家和省部署的年度排污许可证核发

任务
全面完成(2021)

时效指标
2020年完成现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

作
及时(202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排污许可证核发，推进企业对自身环境管
理现在进行再梳理，通过清洁生产等，推动环
境管理转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环境管理能
力，确保合法排污，避免因非法排污等带来的

不利影响。

提高(2021)

社会效益指标

排污许可证要求企业在申请前自行信息公开、
政府在核发后发布公告，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开
展申领、核发，让公众知晓哪些企业持证排污

、知晓企业排污应当履行什么环保义务

加强(2021)

生态效益指标 让公众及时了解企业污染物的实际排放情况。 及时(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近岸海域环境容量与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研究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周勇 联系人 田苘榕 联系电话 15992622754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781183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781183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省和市有关2020年全面建立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要求，我局负责开
展近岸海域环境容量与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研究，以陆海统筹为出发点，在珠海市入海
排污普查的基础上，确定各海域主要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建立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制度，对控制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并向社会通报督查结果，从而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切实做
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
法》3.《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4.《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粤府〔2015〕131号）5.《关于率先在渤海等重点海域建立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
意见》（国海发〔2017〕22号）6.《广东省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粤环函〔2018〕
1158号）7.《珠海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珠委办字〔
2018〕10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省和市有关2019年全面启动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2020年全面建立实施重点海
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明确要求，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实施近岸海域污染综合整
治，我局拟于近期开展珠海市近岸海域环境容量研究与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工作。我市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海域面积最大，同时接纳了珠江上游多个城市的污染排放，长期存在水质
超标的现象。通过实施该项工作，确定各海域主要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建立入海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控制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并向社会通报督查结果，从而有效削减污染物
排放，切实做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

项目总目标

通过开展海洋环境调查研究、入海排污现状调查研究、未来入海排污预测研究、海域环境容
量计算研究、污染物区域总量控制与污染负荷分配研究、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对策与制
度研究，形成《珠海近岸海域环境容量研究报告》《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
研究报告》《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为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
切实做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探索建立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提供
技术支持和科学指导。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本项目将提交研究报告3本：《珠海近岸海域环境容量研究报告》《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
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研究报告》《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实施方案》，通过实
施本项目，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掌握珠海近岸海域的入海污染排放情况，把握入海污染排放与
海洋环境状况、沿岸区域发展之间的相关联系。另一方面，可进一步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对污
染物负荷实施优化分配，探索建立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为珠海市近
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指导。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现场工作相关租船费用 234000 234000

    跨境河流监测租船 108000 108000 18000 6

    珠江口海域监测租船 126000 126000 18000 7

水质采样、分析费用 88000 88000

    珠江口海域监测水样 49000 49000 1000 49

    跨境河流监测水样 39000 39000 1000 39

会议费 7000 7000

    组织工作大纲咨询会和研究
成果评审会会议费

7000 7000 7000 1

水文监测仪器租用与维护费 56100 56100

    珠江口海域监测保养仪器 1800 1800 200 9

    珠江口海域监测租用仪器 26250 26250 1750 15

    跨境河流监测租用仪器 26250 26250 1750 15

    跨境河流监测仪器保养 1800 1800 200 9

现场工作人员的住宿、餐饮等差
旅费

59400 59400

    现场踏勘调查、走访人员差
旅

14400 14400 600 24

    跨境河流监测人员差旅 21600 21600 600 36

    珠江口海域监测人员差旅 23400 23400 600 39

印刷费 30000 30000

    印刷费 30000 30000 600 50

研究人员劳务费 227000 227000

    中级职称研究人员劳务费 72000 72000 600 120

    正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劳务费 60000 60000 1500 40

    副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劳务费 80000 80000 1000 80

    初级职称研究人员劳务费 15000 15000 300 50

现场工作相关租车费用 64000 64000

    珠江口海域监测租车 24000 24000 2000 12

    跨境河流监测租车 24000 24000 2000 12

    现场踏勘调查、走访租车 16000 16000 2000 8

专家咨询费 14000 14000

    工作大纲咨询会与研究成果
评审会专家咨询

12000 12000 2000 6

    项目开展期间专家咨询 2000 2000 2000 1

文献资料费 1683 1683

    文献资料费 1683 1683 1683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告完成数量（份） >3(2020)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合格率（%） =100(2020)

时效指标 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20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充分掌握珠海近岸海域的入海污染排放
情况，把握入海污染排放与海洋环境状
况、沿岸区域发展之间的相关联系，通
过运用科学方法对污染物负荷实施优化
分配，探索建立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完成(20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告完成数量（份） >3(2021)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合格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20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充分掌握珠海近岸海域的入海污染排放
情况，把握入海污染排放与海洋环境状
况、沿岸区域发展之间的相关联系，通
过运用科学方法对污染物负荷实施优化
分配，探索建立珠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完成(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周勇 联系人 林大琛 联系电话 13543020337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8-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79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79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80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广
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年）》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广东省入
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精神，按照“全覆盖、重实效、能操作”的
原则，在有关部门工作基础上，对标长江、渤海先行经验和标准，聚焦万里碧道建设及国考
断面达标攻坚，通过落实“查、测、溯、治”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摸清珠海市入河（海）排
污口底数，开展入河排污口规范化管理。

立项依据 1.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河长办关于印发《广东省入河排污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函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指示，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
坚持陆海统筹、以海定陆，以改善珠海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面查清并整治各类入海排污
口，制定整治方案并持续推进整改，建立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等工作规范体系，
形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监管体系，为改善珠海水环
境质量奠定基础。

项目总目标
摸清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底数，建立健全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等工作规范体系，推
动形成更加科学完备的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

年度绩效目标 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总结报告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排查费 136500 136500

    排污口现场排查中级技术人
员

84000 84000 5600 15

    排污口现场排查初级技术人
员

52500 52500 3500 15

人工费 24000 24000

    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费用和
成果编制费用（包括方案编制、
数据处理、成果编制等）

24000 24000 12000 2

物资采购费 50000 50000



    包括购置现场排查所需物资
及保险，如反光衣、应急药品箱
、人身意外险，购买水文、气象
、年鉴等数据的费用

50000 50000 50000 1

服务租赁费 150000 150000

    包括无人机、无人船、热红
外成像等租赁，辅助省级现场排
查工作，同时也用于辅助排查成
果的导出、分析及成图

150000 150000 150000 1

交通费 4000 4000

    专家及技术人员现场调研、
会议等产生的交通费

4000 4000 2000 2

差旅费 4160 4160

    专家及技术人员现场调研、
会议等产生的差旅费

4160 4160 2080 2

现场排查交通费 105000 105000

    现场排查产生的交通费 105000 105000 7000 15

现场排查差旅费 109200 109200

    现场排查产生的差旅费 109200 109200 7800 14

监测费 134050 134050

    现场排查快速检测，及实验
室检测

134050 134050 35 3830

其他费用 67090 67090

    印刷费、办公费用及税费等 67090 67090 67090 1

专家咨询费 6000 6000

    排查成果评审的专家咨询费
用

6000 6000 1200 5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告印刷数 >=5(2020)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合格率（%） =100(2020)

时效指标 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20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摸清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底数，建
立健全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等工作
规范体系，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完备的监

管体系和长效机制

完成(20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告印刷数 >=5(2021)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合格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20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摸清珠海市入河（海）排污口底数，建
立健全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等工作
规范体系，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完备的监

管体系和长效机制

完成(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侯小凤 联系人 侯小凤 联系电话 0756-2650919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35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435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十三五”期间，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落实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及农业
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部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问题点多面广、基础薄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业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结合已有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污染源普查等相关数据，开展调查研
究，认真分析影响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科学谋划土壤、地下
水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领域的目标和主要指标，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立项依据

1.土壤污染防治规划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 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
设、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根据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土地用途、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监测结
果等，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以及2020年10月15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法律第十一条规定，设
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目前各地普遍存在未编制土
壤污染防治规划或规划编制不科学的问题，法律制度落实不到位。目前，我市未编制土壤污
染防治规划，为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关于调整报市政府审批的市“十四五”专项规
划编制目录清单的通知》要求，计划编制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同时增加《珠海市土壤
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为《珠海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的子
规划。2.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珠海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内容未包含地
下水污染防治内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是2019年机构改革后，我局新接手的业务，截止目
前，我市没有编制过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工作基础薄弱，该规划可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提供指导。经咨询上级部门，目前省是在土壤污染防治规划中加入了地下水污染防治篇章，
我市可参照该做法。3.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经咨询上级部门，目前正在编制全省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强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
合，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实现土壤、地下水污染源头减
量。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
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
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
缸子、城镇后花园；要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该项目将提高珠海
市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风险管控水平，探索适合珠海实际的污染防治技
术经验模式和管理经验模式。

项目总目标

为了指导珠海市土壤、地下水以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预计开展珠海市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工作内容包括：
编制完成《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珠海市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预计达到实现珠海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完成项目招标，编制完成《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2022年完成《珠
海市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该项目属于跨年度项目，2021年支付43.5万元，2022年支付101.5万元。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项目费用 435000 435000

    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调
研等费用

150000 150000 150000 1

    阶段性报告编制、装订、印
刷费等

255000 255000 255000 1

    专家咨询费、会议费 30000 30000 3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编制完成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

”规划文本、编制说明
=1份(2021)

质量指标 符合国家、省要求，通过专家评审 合格(2021)

时效指标 按要求及时完成相关工作 及时完成(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三个安全”（即农产品质量安全
、人居环境安全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安

全）
保障(2021)

生态效益指标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保
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风险得到管控，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和

人居环境安全

保障(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0～2021年度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立体监控系统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成朝刚 联系人 邓通 联系电话 18868127459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7-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06-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39705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39705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84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运行已经建成的覆盖金湾区全境的大气污染监控系统 ，基于在线监测监控手段 、大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技术并配套建设系统运行机制 ，对系统的各类设备运维进行监督管理及数据分析 ，
实现VOCs污染追溯和设备系统的维护 。

立项依据
《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2018—2020年）》（粤府[2018]128号），关于全省决战
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命令 （2020年第1号），关于全省决战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命令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挥发性有机物是生成臭氧和 PM2.5的重要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不但导致臭氧光化学生成 ，
而且会增加PM2.5的二次生成来源；同时臭气扰民问题是当前金湾区空气污染防治的重点问
题，为解决群众诉求，达成《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计划 （2018～2020）》关于2020年
“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25 微克/立方米左右，达到WHO-Ⅱ目标，力争臭氧（O3）污染进入下
降通道，整体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和全省前列 。”的目标，金湾区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三
位一体立体监控系统2018年建成，2020年项目6月质保期已满，已顺利进入第三方服务期并运
行，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需继续对系统进行设备运行维护 ，从而保证系统各设备正常运
行，为维持和继续改善辖区空气环境质量提供基础支持 。"

项目总目标

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三位一体立体监控系统已建成 ，通过对设备第三方运维进行监督管理 ，
更好管理相关设备，对大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帮助政府和环保部门实现环境空气快速预警
预报、应急响应、污染溯源、环境评估等大气环境精准化管理 ，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切实
保障群众健康提供重要的科技创新技术支撑 。

年度绩效目标
持续提高金湾区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立体监控系统运维水平 ，促进减排，维持和继续改善辖
区空气环境质量。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用于对系统设备的运行维护及平
台维护

1397050 1397050

    1、污染源排污口在线监控 388000 388000 388000 1

    2、无组织排放和逸散厂界监
控

278000 278000 278000 1

    3、VOCs排放移动监测能力 150050 150050 150050 1

    4、恶臭无组织排放和逸散厂
界监控

43000 43000 43000 1

    5、污染产生和处置设施工况
监控

56000 56000 56000 1

    6、大气污染敏感点VOCs在线
监测

286000 286000 286000 1

    7、便携式颗粒物水平扫描激
光雷达

56000 56000 56000 1

    8、系统整体集成及监控预警
平台，

140000 140000 14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污口VOCs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 =18个(2021)

VOCs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 =18个(2021)

便携式GCMS设备运行数量 =1套(2021)

示范企业工况监控设备软硬件 、传输和
网络运行数量

=12家(2021)

厂界恶臭在线监控设备运行数量 =4套(2021)

便携式颗粒物水平扫描激光雷达设备运
行数量

=4套(2021)

质量指标

监控设备持续运行正常性 正常(2021)

系统平台持续运行正常性 正常(2021)

系统运行现场巡查、监控等成果保留性 完全保留(2021)

时效指标 合同均按要求服务时间 =1年(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数据面向企业提供率（%） >=90%(2021)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总量 >500吨(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1～2022年度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立体监控系统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成朝刚 联系人 邓通 联系电话 18868127459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7-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6-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015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15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运行已经建成的覆盖金湾区全境的大气污染监控系统，基于在线监测监控手段、大数据分析
和可视化技术并配套建设系统运行机制，对系统的各类设备运维进行监督管理及数据分析，
实现VOCs污染追溯和设备系统的维护。

立项依据
《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2018—2020年）》（粤府[2018]128号），关于全省决战
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命令（2020年第1号），关于全省决战决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命令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挥发性有机物是生成臭氧和PM2.5的重要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不但导致臭氧光化学生成，而
且会增加PM2.5的二次生成来源；同时臭气扰民问题是当前金湾区空气污染防治的重点问题，
为解决群众诉求，达成《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计划（2018～2020）》关于2020年“PM2.5
年均浓度下降至25 微克/立方米左右，达到WHO-Ⅱ目标，力争臭氧（O3）污染进入下降通
道，整体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和全省前列。”的目标，金湾区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三位一
体立体监控系统2018年建成，2020年项目质保期已满，已顺利进入第三方服务期并运行，
2021年需继续对系统进行运维监督及数据分析，从而促进减排，维持和继续改善辖区空气环
境质量。

项目总目标

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三位一体立体监控系统已建成，通过对设备第三方运维进行监督管理，
更好管理相关设备，对大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帮助政府和环保部门实现环境空气快速预警
预报、应急响应、污染溯源、环境评估等大气环境精准化管理，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切实
保障群众健康提供重要的科技创新技术支撑。

年度绩效目标
持续提高金湾区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立体监控系统运维水平，促进减排，维持和继续改善辖
区空气环境质量。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1年运行维护服务 1015000 1015000

    1、污染源排污口在线监控 273000 273000 273000 1

    2、无组织排放和逸散厂界监
控

253000 253000 253000 1

    4、恶臭无组织排放和逸散厂
界监控

23000 23000 23000 1

    5、污染产生和处置设施工况
监控

70000 70000 70000 1

    6、大气污染敏感点VOCs在线
监测

93000 93000 93000 1

    3、VOCs排放移动监测能力 53000 53000 53000 1

    8、便携式颗粒物水平扫描激
光雷达

70000 70000 70000 1

    9、系统整体集成及监控预警
平台

100000 100000 100000 1

    7、环境空气常规站 80000 80000 8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污口VOCs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 =18个(2021)

VOCs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数 =18个(2021)

便携式GCMS设备运行数量 =1套(2021)

示范企业工况监控设备软硬件、传输和
网络运行数量

=12家(2021)

厂界恶臭在线监控设备运行数量 =4套(2021)

便携式颗粒物水平扫描激光雷达设备运
行数量

=1套(2021)

VOCs整体集成及监控预警平台的传输和
网络、软硬件配套运行数量

=1套(2021)

大气污染敏感点VOCs在线监测设备运行
数量

=1套(2021)

便携式应急VOCs监测设备运行数量 =1套(2021)

连续实施系统运行监控、现场检查监测
、综合分析、环境VOCs监测数据成效审

核等服务的月份数
=12(2021)

质量指标

监控设备持续正常运行 正常(2021)

系统平台持续正常运行 正常(2021)

系统运行现场巡查、监控等产出成果保
留性

完全保留(2021)

时效指标 合同均按要求服务时间 =1年(202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协助企业监控污染排放情况，降低环境
污染风险； 促使落后工艺企业迁出，推

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完成(2021)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支持打赢蓝天保卫战，提升空气质
量，建设美好宜居城市，保证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
保障(2021)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企业自觉减排，持续改进空气环境

质量。
提高(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黄盛君 联系人 张亮 联系电话 18476954211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98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98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转发生态环境部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第一批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网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粤环境监测函〔2020〕192号）的要求，我市需在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仪器设备更新工作。目前我市四个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唐家
、吉大、斗门和前山）监测仪器设备使用年限已较长（7-9年）、出现故障的频率也较高，除
国家总站未要求更换的颗粒物（PM2.5和PM10）监测设备外，气态污染物分析仪器及其配套设
备均需要更换。我局收到仪器设备更新工作的通知后，立即组织开展设备选型等相关工作，
预计完成此项工作需398万元。

立项依据
《转发生态环境部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第一批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
工作的通知》（粤环境监测函〔2020〕19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我市四个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唐家、吉大、斗门和前山）监测仪器设备（原仪器使
用年限已较长、出现故障的频率也较高），仪器设备更新工作的实施关系到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的全国排名及考核；仪器设备更新项目的实
施为我市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项目总目标

为了保障4国控站点监测仪器稳定运行及联网正常运行，将采购SO2分析仪、NO-NO2-NOx分析
仪，O3分析仪、 动态校准仪、 零气发生器、气态污染物采样总管、气象五参数、稳压电源
、机柜、UPS、工控机、VPN、标气瓶架等设备分别各4套；2台CO分析仪，12组电磁阀组、8套
减压阀、8瓶SO2、NO标气等设备； 运维费每个站点半年（4个），通过开展珠海市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项目，保障国控站点监测仪器稳定运行及联网正常，实
现监测数据稳定接收、存储、审核，国控点仪器设备更新工提高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

年度绩效目标
按照国家要求更新我市国控点仪器，保证购买的仪器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进入国控点站房要
求，4个国控点仪器设备更新提高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对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的全国排名及考核意义重大，为我市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项目

3980000 3980000

    珠海市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网城市站仪器设备更新项目

3980000 3980000 398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SO2分析仪、NO-NO2-NOx分析仪，O3分析
仪等设备

=4套

CO分析仪 =2台

电磁阀组 =12个

减压阀、SO2、NO标气等设备 =8套

质量指标

设备运转率（%） >=95%

设备完好率（%） =100%

满足国家验收标准（%） =100%

时效指标 预计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设备采购成本（元） <=39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空气质量数据准确率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蓝天保卫战 打赢

公众信息、政府决策 提供

生态效益指标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打赢

可持续影响指标 环境空气质量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环境空气质量满意度 提升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质保金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黄盛君 联系人 张亮 联系电话 18476954211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6-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05-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872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872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建设方案 》的要求，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考核网 19个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日常运行维护 ，监测数据成效审核，以及监测联网管理平台运行维护 。

立项依据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建设方案的通知 》（珠府办函
〔2018〕16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服务期为 2020年6月1日-2021年5年
31年，按照合同要求，2020年已支付187.2万元，合同中第三期和第四期款项 （共计187.2万
元）将在2021年支付。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通过 19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实时在线
监测全市镇街区域空气质量 ，全面掌握全市空气质量状况 ，压实区镇两级环保责任，形成全
市大气污染防治合力，为继续保持我市整体空气质量在全国和全省的前列提供技术支撑 ，同
时积累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方面的基础数据 ，为相关部门制定管理和发展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
依据。

项目总目标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的实施 ，保障19个空气站点正常运行，
满足19个空气站点所有仪器设备备品备件的消耗 ，仪器设备日常维护及备机的使用 ，通过定
期巡检校准等质控措施实施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确保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
性，为我市区两级空气质量考核提供及时 、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的实施 ，有效保障和提高了各站点监测仪器稳定运行效
率，实现监测数据稳定报送，保障各站点监测仪器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为我市整体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在全国和全省前列提供技术支撑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自动
监测站运行维护

1872000 1872000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1872000 1872000 1872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站点维护数量 =19(2021)

质量指标

空气站设备运转率 >=95%(2021)

空气站监测指标上传率 >=95%(2021)

子站房及设备完好率 >=100%(2021)

平台正常运行率 >=95%(2021)

日常维护记录完整率 >=95%(2021)

时效指标 预计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5月31日(2021)

成本指标 站点运维费用 <=22万元(202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统一管理、节约成本率 >=95%(2021)

社会效益指标
大气防治决策、公众大气环境信息公开

率
>=95%(2021)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保持(2021)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前列 保持(2021)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接到投诉情况 <=0(2021)

环境空气质量满意度 >=95%(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黄盛君 联系人 张亮 联系电话 2223675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6-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5-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43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215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建设方案 》的要求，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考核网 19个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日常运行维护 ，监测数据成效审核，以及监测联网管理平台运行维护 。

立项依据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建设方案的通知 》（珠府办函
〔2018〕16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通过 19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实时在线监测全市镇街区域空气
质量，全面掌握全市空气质量状况 ，压实区镇两级环保责任 ，形成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合力 ，
为继续保持我市整体空气质量在全国和全省的前列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积累我市环境空气质
量方面的基础数据，为相关部门制定管理和发展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项目总目标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的实施 ，保障19个空气站点正常运行 ，
满足19个空气站点所有仪器设备备品备件的消耗 ，仪器设备日常维护及备机的使用 ，通过定
期巡检校准等质控措施实施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确保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
性，为我市区两级空气质量考核提供及时 、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考核网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的实施 ，有效保障和提高了各站点监测仪器稳定运行效
率，实现监测数据稳定报送 ，保障各站点监测仪器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
制，为我市整体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在全国和全省前列提供技术支撑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项目 2215000 2215000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监测数据成效审核服务项目 （其
他支出）

142500 142500 142500 1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监测联网管理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其他支出）

72500 72500 72500 1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项目 2215000 2215000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监测联网管理平台运行维护项目
（其他支出）

72500 72500 72500 1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珠海市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网
监测数据成效审核服务项目 （其
他支出）

142500 142500 1425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站点维护数量 =19个(2021)

质量指标

平台正常运行率 >=95%(2021)

日常维护记录完整率 >=95%(2021)

空气站监测指标上传率 >=95%(2021)

空气站设备运转率 >=95%(2021)

站房及设备完好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仪器设备和系统平台故障修复响应时间 <=6小时(2021)

预计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5月31日(2021)

每周开展现场巡查每个空气站 >=1次(2021)

成本指标 站点运维费用 <=22万元(202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统一管理、节约成本 完善(2021)

社会效益指标
大气防治决策、公众大气环境信息普及

率
>=95%(2021)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2021)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持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前列 保持(2021)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接到投诉情况 <0个(2021)

环境空气质量满意度 >=95%(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2021年度）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刘宏 联系人 刘志超 联系电话 0756-2212803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694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694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有关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的建设相关通知要求 ，以及
结合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我市东部地区 （香洲区、高新区、万山区、保税区）应急环
境监测任务需求，负责区域内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 ；东部区域作为珠海市中
心，人口密度大，辖区面积包括海洋面积大；目前面对突然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压力大 ，
因自身环境应急监测能力薄弱 ，对于水污染、大气污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应急监测能力基本没
有，不能满足应急监测工作的需求 ，为加强东部监测中心环境监测能力 ，拟采购一批应急监
测设备。

立项依据

1、关于印发《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评估要点 》和《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报告编制指南 》的通
知环办监测函〔2020〕110号 2、关于印发《2020年全省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要点 》的通知粤环
办〔2020〕32号 3、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珠海市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管理库名
录》的通知珠环办函〔2020〕1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为应对突发环境污染应急事件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提供科学、准确的环
境监测数据，为相关部门处置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做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尽可能减少环
境污染事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目前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东部区域 （香洲区、高新
区、万山区、保税区）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东部区域作为珠海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辖区
面积，甚至海洋面积大；目前面对突然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压力大 ，因自身环境应急监测
能力薄弱，对于水污染、大气污染有毒有害物质的应急监测能力基本没有 。3、本次申请购买
两台仪器分别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中水污染和有机废气污染等方面应急能力建设 ，提升东部监
测中心应对环境污染突发应急事件的能力水平 。

项目总目标
仪器配置完成后，将加强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 ，使东部监测中心
能应对区域内一般性的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任务 ，为相关部门处置环境污染事故提
供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持，尽可能降低环境污染事故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

年度绩效目标

配置1套便携式GCMS仪器，1套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仪，1套激光测距仪，主要应急监测污染区
域内的水、空气质量的有机污染物，1套便携式采样器、1套油份测定仪、1套便携式重金属测
定仪，配置2套便携式水质速测仪，快速监测水体污染的常规指标 ，从而提升东部监测中心应
急监测能力。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能力
建设项目（2021年度）

2694000 2694000

    应急监测设备1批（便携式
GCMS、便携式分光光度计、便携
式水质等比例采样器、油份测定
仪、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箱
、激光测距仪、便携式重金属快
速分析仪））

2694000 2694000 2694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仪器数量 =8套

质量指标 仪器质量 验收合格

时效指标 完成期限 =1年

成本指标 购买成本 <=269.4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数据支撑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止损 提升环境质量

可持续影响指标 应急监测能力 提升应急监测能力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使用效果 满意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辅助监测服务采购项目（2021年度）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刘宏 联系人 王晓彬 联系电话 2212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6-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35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0304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86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由于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能力及人员不足 ，需将上级部门下达的部分监测任务委托社
会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主要有东部地区（香洲区、高新区、保税区）工业企业监测、饮用
水源地监测、海洋养殖区监测、问题河涌监测等。

立项依据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一批）的通知》《珠
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二批）的通知》《珠海市
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三批）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一批）的通知》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二批）的通知》及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三批）的通知》，需
对130家工业企业、7个饮用水源地、海洋养殖区15个监测点、问题河涌27个监测点进行监测
。由于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能力监测能力及人员不足 ，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
构进行辅助监测。

项目总目标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监测任务 ，预计开展水气等环境监测服务采购的工作 ，工作内容包
括将超出本中心工作能力的列入年度监测计划的企业废水废气及饮用水源地 、海洋养殖区、
问题河涌等监测任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进行 。预计达到获得具法律效力的
监测报告，移交给相关部门使用的目的。

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监测任务 ，预计开展水气等环境监测服务采购的工作 ，工作内容包
括将超出本中心工作能力的列入年度监测计划的企业废水废气及饮用水源地 、海洋养殖区、
问题河涌等监测任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进行 。预计达到获得具法律效力的
监测报告，移交给相关部门使用的目的。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问题河涌监测点位数量 >=27个(2021)

工业企业监督性监测数量 >=100家(2021)

饮用水源地监测数量 >=7家(2021)

海洋养殖区监测点位数量 >=15个(2021)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完成监测任务 及时(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监测数据使用率 =100%(2021)

生态效益指标

掌握问题河涌水质变化 是(2021)

确保饮用水源安全 是(2021)

促进企业达标排放 是(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0年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尾款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李大伟 联系人 李大伟 联系电话 13536546281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4-30 计划完成日期 2021-08-1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622073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945273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6768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主要有以下监测任务：1、对13个饮用水源地进行水质监测，每月上报市生态环境局；2、对
424家污染源进行废气检测；3、对13家市控土壤污染重点防控企业进行土壤监测。4、对10条
黑臭水体进行水质监测。

立项依据

《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做好饮用水源地监测分析工作的通知》，《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VOCs)整治与减排工作方案(2018-2020)》，关于印发《广东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开展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指引》的通知，
《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指导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珠海市环保局关于做好饮用水源地监测分析工作的通知》、《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广东省挥发性有机物(VOCs)整治与减排工作方案(2018-2020)》，《关于印发﹤广东省
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监管企业综合整治工作指引﹥的通知
》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每年下达的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计划，我中心需对辖区内的饮用水
源地、污染源、市控土壤、入海排洪渠、市控土壤污染重点防控企业、黑臭水体等进行监
测，同时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其他监测任务。由于机构改革，现有工作人员及监测设备和技
术难以满足辖区内四个区的监测任务，因此需购买第三方监测服务。

项目总目标
对西区13个饮用水源，10条黑臭水体地进行水质检测，425家污染源进行废气监测，13家市控
企业进行土壤监测，对西区生态环境及企业监督监测，定期将污染源监测结果和排污申报数
据，做出适当分析，掌握辖区内各类环境指标，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监督和整改意见。

年度绩效目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100%，监测任务完成及时，监测数据报送及时；执法及投诉监测响应率
100%。项目完成后，将可获得辖区内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的水质数据、工业企业污染物排
放数据、能及时掌握辖区地表水及污染源动态，确保西部地区的饮用水水质安全，强化污染
物总量减排和环境管理工作，掌握地表水水质变化情况，同时可促进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持
续投入。当遇到监测结果超标的情况时，可为环境执法部门提供执法依据。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2020年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尾
款

945273 945273

    2020年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
费尾款

945273 945273 945273 1

2020年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 2676800 2676800

    2020年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
费

2676800 2676800 26768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0)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0)

时效指标 监测任务完成情况 及时完成(20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法及投诉响应率 =100%(20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1)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监测任务完成情况 及时完成(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法及投诉响应率 =100%(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2021年度）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熊杰 联系人 汪晴 联系电话 18666116817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7-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6-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60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93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购买第三方服务完成对西区424家企业废气，12个水库，10条黑臭水体，9条入海河流，4个养
猪屠宰场，31条问题河涌的监测任务。

立项依据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文件精神，需对西区424家企业废气，12个水库，10条黑臭水体，
9条入海河流，4个养猪屠宰场，31条问题河涌进行监督监测，因我中心监测能力不全，需要
购买第三方服务完成上述监测任务。

项目总目标
对西区424家企业废气、12个水库、10条黑臭水体、9条入海河流、4个养猪屠宰场和31条问题
河涌进行监督监测，定期对污染源监测结果做出适当分析，掌握辖区内各类环境指标，有针
对性的提出相应的监督和整改意见。

年度绩效目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100%，监测任务完成及时，监测数据报送及时；执法及投诉监测响应率
100%。项目完成后，将可获得辖区内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的水质数据、工业企业污染物排
放数据、能及时掌握辖区地表水及污染源动态，确保西部地区的饮用水水质安全，强化污染
物总量减排和环境管理工作，掌握地表水水质变化情况。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2021年
度）

1930000 1930000

    购买辅助服务监测经费 1930000 1930000 1930000 1

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2021年
度尾款）

670000 670000

    购买辅助监测服务经费
（2021年度尾款）

670000 670000 67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1)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监测任务完成情况 及时完成(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法及投诉响应率 =100%(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固体废物与辐射环境管理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医疗废物焚烧厂运营经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陈海波 联系人 陈海波 联系电话 07568977011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300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30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2720000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8300000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8300000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1.该项目为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 ，用于实现珠海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 。一期工程采用热解
气化焚烧处理工艺技术，处理规模为5吨/天。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及环保验收 ，持有经营许
可证。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市政府同意，2020年4月医疗废物焚烧厂应急采购安装了
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处置方舱 ，处理能力为2.8吨/日。2021年预计将申请结算处理费 1037万，
其中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焚烧处理费430万，方舱处理费582万，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
增值税补贴25万。2.近年来医疗废物日均产生量不断增加 ，加上受新冠疫情影响，超过了医
疗废物焚烧厂的处理能力，为确保完成珠海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目标 ，经市政府审批同
意，医疗废物焚烧厂将处理不完的医疗废物转运到珠海信环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2021年
预计将申请结算转运处置费 263万，为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转运处理费。

立项依据

医疗废物焚烧厂为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 ，市水控集团负责代建和运营 ，2012年投运，市财局
核定处理单价为2429元/吨。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市政府同意，2020年4月医疗废物
焚烧厂应急采购安装了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处置方舱 ，处理费用由财政支出。随着我市医疗废
物不断增长，已超过该项目处理能力，经市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处理不完的医疗废物转运至
珠海信环环保有限公司处理 ，费用由财政支出。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医疗废物焚烧厂于2012年4月建成投产，用于实现珠海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目标 。2.为做
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处置方舱于 2020年5月开始投入运行，用于实现珠海
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目标 。3.近年来医疗废物日均产生量不断增加 ，已经超过了医疗废物
焚烧厂的处理能力（5吨/日），为确保完成珠海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目标 ，医疗废物焚烧
厂将处理不完的医疗废物外运到其他城市有资质的处置单位进行处理 。

项目总目标
确保医废厂全年安全稳定及环保达标的生产 ，全年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不发生环保处罚；
超出医废厂处理能力的医疗废物及时转运处理 ，完成珠海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任务 。做好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按要求及时处置疫情医废，确保人员安全和健康。

年度绩效目标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99%；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不发生环保处罚。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生产运营费 10370000 10370000

     2020年第4季度—2021年第
1-3季度焚烧处理费

4300000 4300000 4300000 1

    方舱处理费 5820000 5820000 5820000 1

    增值税 250000 250000 250000 1

应急转运费 2630000 2630000

    应急转运费 2630000 2630000 263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废物焚烧处理率 =100%

质量指标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 =100%

时效指标 医疗废物及时处理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全市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任务 ，保

障市民健康
完成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机动车辆污染监控管理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机动车遥感监测系统升级改造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李宣泽 联系人 林晓辉 联系电话 0756-2650567

计划开始日期 2018-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55485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55485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65485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珠海市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2011年投入使用，全市共2个道路监测点位，分别位于
人民东路及迎宾北路,主要通过科技手段快速实时的监测汽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的排放污染
物，投入使用以来，已采集360多万检测的动态数据。该系统投入使用多年，经请多个专业公
司进行勘测仪器设备精确性、稳定性无法满足现监测要求，已出现无法修复故障，且原有遥
感监测地方标准已废止，不适应现行国家监测标准。根据国家、省最新工作要求，对遥感监
测设备仪器进行升级更换，使其达到国家遥感监测最新标准要求并与省进行联网。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置更新、光纤及电费。

立项依据
《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机动车遥感监测平台建设和联网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
2017〕1331号）、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转发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机动车遥
感监测平台建设和联网工作的通知》（粤环办函〔2017〕26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珠海市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2011年投入使用，全市共2个道路监测点位，分别位于
人民东路及迎宾北路,主要通过科技手段快速实时的监测汽车在道路行驶过程中的排放污染
物，投入使用以来，已采集360多万检测的动态数据。该系统投入使用多年，经请多个专业公
司进行勘测仪器设备精确性、稳定性无法满足现监测要求，已出现无法修复故障，且原有遥
感监测地方标准已废止，不适应现行国家监测标准。根据国家、省最新工作要求，对遥感监
测设备仪器进行升级更换，使其达到国家遥感监测最新标准要求并与省进行联网。

项目总目标
项目建成后可及时高效筛查高污染、高排放车辆，全面提升机动车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
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试运行后至今，2个遥感监测点位共采集有效数据1120万余条，其中柴油车数据35万
余条，超标柴油车数据1.2万余条。有效筛查了高污染、高排放车辆，减少冒黑烟车辆上路行
驶。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光纤
租赁费及电费

255485 255485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99485 199485 199485 1

    光纤租赁费 36000 36000 36000 1

    电费 20000 20000 20000 1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遥感设备 =2套(2021)

质量指标

1.测量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的CO、 
CO2、 HC、 NO浓度； 2.测量压燃式发
动机汽车的排气烟度; 3.质保期:不少于
3年; 4.产品质量、软件性能达到设计要
求，设备通过计量检定，安装调试各项
指标符合技术要求,符合《机动车遥感监
测平台联网规范》（试行）、《在用柴
油车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技术要求

（遥感检测法）》（HJ 845-2017）等标
准规范的要求。

符合(2021)

时效指标 2019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完成(202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该项目建成后，遥感监测点位能够自动
实时监控道路行驶机动车排状况，及时
能获得道路行驶时车辆尾气排放数据，
无需政府土地投入，极大减少人力资源

投入，具有一定经济效益。

符合(2021)

社会效益指标

该项目可获得大量的机动车尾气遥测数
据，能快速筛选高污染、高排放车辆，
遏制机动车辆的超标排污行为，为机动
车环境管理提供可靠依据。同时也解决
了现今机动车排气监测人员能力不足的

问题。

符合(2021)

生态效益指标

该项目重点筛查高排放柴油车，有利于
降低机动车氮氧化物、颗粒物的排放
量，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改善空气环

境质量。

符合(2021)



2021年度纳入绩效重点管理范围的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前期调查及分析

主管部门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林志华 联系人 林志华 联系电话 15992622754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500000
2021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5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19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19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19年项目结余
资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先期开展珠海市珊瑚礁、海草床海洋生态系统调查与分析工作 。选取2个海洋生态系统分布的
典型分布区，科学合理布设观测样方，调查海水环境、沉积物、海洋物种组成等，分析各生
境生物多样性现状；针对各个生态系统的特色，开展针对性的生态环境特征性项目监测 。在
此基础上，同步开展遥感和高光谱同步观测 ，获得上述区域典型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等情
况；初步给出珊瑚礁和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时空分布 、环境状况以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

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办
法》3.《珠海市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珠办发〔2019〕16号）
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研究生态环境工作会议纪要 》（〔2020〕151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贯彻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13日《研究生态环境工作会议纪要 》（〔2020〕151
号）的工作要求，开展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调查与分析 ；2、按照2020年8月生态环境部海洋司
领导在珠海“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调研会议的具体指示 ，要凸显珠海海洋生态禀
赋，加强海洋生态研究；3、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初步掌握珠海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现状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对典型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现状及历史资料的对比分析 ，为珠海
市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指导 。

项目总目标

先期开展珠海市珊瑚礁、海草床海洋生态系统调查与分析工作 。选取2个海洋生态系统分布的
典型分布区，科学合理布设观测样方，调查海水环境、沉积物、海洋物种组成等，分析各生
境生物多样性现状；针对各个生态系统的特色，开展针对性的生态环境特征性项目监测 。在
此基础上，同步开展遥感和高光谱同步观测 ，获得上述区域典型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等情
况；初步给出珊瑚礁和海草床典型生态系统时空分布 、环境状况以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现场观测与多平台遥感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珠海市珊瑚礁、海草床海洋生态系
统共4期的调查工作，初步掌握珠海市珊瑚礁、海草床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 、环境状
况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形成《珠海市珊瑚礁、海草床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调查与分析 》研究
报告。初步摸清珠海市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状况 ，为业务化持续开展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观测 、
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指导 。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预算明细

构成明细 金额（元）
资金来源（元）

单价（元） 数量 说明
财政拨款

现场勘查交通费用 100000 100000

    现场勘查租船交通费用 100000 100000 5000 20

差旅费 240000 240000

    现场踏勘调查、走访人员差
旅

240000 240000 500 480

研究人员劳务费 240000 240000

    正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劳务费 240000 240000 1500 160

专家咨询费 20000 20000

    专家咨询费 20000 20000 2000 10

布设生态监测点位及调查分析费
用

900000 900000

    布设生态监测点位及调查分
析费用

900000 900000 75000 12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报告印刷数（册） >=5(2021)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研究报告完成及时率（%） =100(202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初步摸清珠海市珊瑚礁及海草床典型海
洋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为开展海洋
生态系统业务化观测、加强典型海洋生
态系统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持和科

学指导。

完成(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