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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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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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杰 联系人 汪晴 联系电话 0756-7768362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09-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5392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9392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2196793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本项目按上级主管部门的监测任务清单要求，对西部区域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
、入河排污口、问题河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场屠宰厂等开展监测，并形成
监测报告。

立项依据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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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二批）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年度常规项目，根据《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
一批）的通知》及《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清单（第二
批）的通知》的要求，需对西部区域工业企业、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入河排污口、问题
河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场屠宰厂等开展监测。由于我中心监测能力不能覆
盖所有监测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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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购买辅助监测服务，将超出本中心工作能力且列入
年度监测计划的环境监测任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开展监测。预计达到完成
监测任务和形成监测报告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购买辅助监测服务，完成上级下达的2022年度水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任务，并形成环
境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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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购项
目尾款

539200 539200

    2021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
购项目尾款

539200 539200 539200 1

2022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购项
目尾款

600000 600000

    2022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
购项目尾款

600000 600000 600000 1

2022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购项
目

1400000 1400000

    2022年度购买辅助监测服务采
购项目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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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监测对象数量 >=700个(2022)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当期监测任务完成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2)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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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海污染源通量监测（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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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锡明 联系电话 0756-7799731

计划开始日期 2021-12-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15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894277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494277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40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市政府同意印发的《珠海市近岸海域污染综合治理专项攻坚方案（2021—2023年）》的
工作要求，为了解我市陆源污染通量对近岸海域的影响程度，启动该采购项目，购买第三方
监测服务，开展入海污染通量跟踪监测工作。本项目2021年支付40万元；2022年支付3494277
元。

立项依据
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珠办会函〔2021〕65号）、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
市近岸海域污染综合治理专项攻坚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市政府同意印发的《珠海市近岸海域污染综合治理专项攻坚方案（2021—2023年）》的
工作要求，为了解我市陆源污染通量对近岸海域的影响程度，启动该采购项目，购买第三方
监测服务，开展入海污染通量跟踪监测工作。

项目总目标
通过开展入海污染通量监测工作，摸清近岸海域关联的陆源入海河流、沟渠和入海排污口污
染通量情况，形成评估和监测报告。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重点海域入海污染通量监测工作，并提交评估和监测报告。监测各陆源污染源的水质指
纹，作为海域污染溯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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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海污染源通量监测（2022年度） 3494277 3494277

    入海污染源通量监测项目进度
款和尾款

3484277 3484277 3484277 1

    项目专家验收劳务费 10000 10000 10000 1

入海污染源通量监测（2021年度） 400000 400000

    入海污染源通量监测（2021年
度）

400000 4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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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监测对象数量 >=101个(2021)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1)

时效指标 当期监测任务完成率 =100%(202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覆盖监测对象数量 >=101个(2022)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达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当期监测任务完成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监测结果利用率 =100%(2022)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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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项目（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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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项目负责人 熊杰 联系人 麦志远 联系电话 15820583948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09-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853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充分吸取长炼石化“1·14”闪爆事件和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
经验教训，落实相关工作举措，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
南>的通知》和市生态环境局《研究环境安全暨环境应急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要求，我中心
根据辖区环境应急形势核查了本单位的应急装备配备情况，计划补齐应急装备短板，拟采购
配置1台便携式环保应急监测设备；采购1辆应急监测车，进而提升我中心对突发环境事件的
应急监测能力，为珠海市西部地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数据支撑。另外，2021年3月
签订《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突发环境应急事件能力建设项目包组1和包组2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897530元，按照合同约定，2021年支付852653.5元，2022年支付尾款44876.5元
。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南》的通知、关于印发《2021年全省环境应急管理
工作要点》的通知(粤环办〔2021〕21号)、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应
急监测能力建设的通知、研究环境安全暨环境应急工作会议纪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充分吸取长炼石化“1·14”闪爆事件和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
经验教训，落实相关工作举措，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指
南>的通知》和市生态环境局《研究环境安全暨环境应急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要求，我中心
根据辖区环境应急形势核查了本单位的应急装备配备情况，计划补齐应急装备短板，进一步
加强应急监测能力建设，为珠海市西部地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项目总目标
加强应急监测装备的配备，开展应急监测专项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进而全面提升珠海市西
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应急监测能力。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应急装备采购，包括：应急监测车等硬件设施的采购、验
收及初步使用培训工作，使得珠海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应急监测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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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2022年度）

1000000 1000000

    环保应急监测设备购置 355123.5 355123.5 355123.5 1

    应急监测车购置 600000 600000 600000 1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能力建设项
目（2021年度）包组1和包组2合同
质保金尾款

44876.5 44876.5 44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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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监测设备配置数量 =1台(2022)

应急监测车配置数量 =1辆(2022)

质量指标 应急监测设备和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应急监测设备和车辆到位及时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应急监测响应率 =100%(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