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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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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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彬 联系人 王晓彬 联系电话 0756-2212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06-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97018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60058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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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性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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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东部区域工业企业开展执法及监测性，对6个饮用水源地、3个海洋养殖
区域、19条问题河涌开展常规监测，对突发环境事件开展应急监测。由于我中心监测能力及
人员不足，需将部分监测任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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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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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由于我中心监测能力及人员不足，需将部分监测任务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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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体监测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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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体监测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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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监测服务 369600 369600

    执法、应急、监督性监测 150000 150000 15000 10

    饮用监测水源地 219600 219600 6100 36

辅助监测服务 1600580 1600580

    执法、应急、监督性监测 1005000 1005000 15000 67

    海洋养殖区海水环境质量监测 240000 240000 4000 60

    问题河涌监测 142080 142080 740 192

    饮用监测水源地 213500 213500 610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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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用水源地监测数 =6个(2022)

海洋养殖区监测数 =3个(2022)

问题河涌监测数 =19条(2022)

质量指标 检测报告合格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报告及时率 及时(202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可减少本中心实验室运行投入。

(2022)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获得饮用水源地水质数据，回应群众对饮水安全的
关注；获得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为环境执法

提供数据支持。(2022)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及时掌握区域内饮用水源地、海洋养殖区、问题河
涌的水质状况，促进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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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1年珠海市海域国控点位跟踪监测服务项目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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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刻威 联系人 谢刻威 联系电话 0756-2212951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9-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1-30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0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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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弄清珠海
市近岸海域氮污染来源，做好珠海市“十四五”期间海洋污染防治，对珠海市近岸海域不达
标点位及其周边海域总计33个点位水质变化趋势及污染来源有充分认识。

立项依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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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弄清珠海
市近岸海域氮污染来源，做好珠海市“十四五”期间海洋污染防治，对珠海市近岸海域不达
标点位及其周边海域总计33个点位水质变化趋势及污染来源有充分认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总目标
（1）摸清近岸海域不达标点位及其周边海域水质及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2）基于溯源监
测追踪不达标点位不同水期污染来源变化情况。

年度绩效目标
（1）摸清近岸海域不达标点位及其周边海域水质及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2）基于溯源监
测追踪不达标点位不同水期污染来源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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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海域国控点位跟踪监测 1000000 1000000

    监测报告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

重点海域国控点位跟踪监测 1000000 1000000

    监测报告 993000 993000 993000 1

    组织验收费用 7000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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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报告 4份(2022)

质量指标 专家论证验收 合格(2022)

时效指标 提交报告及时 2022年11月30日(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了解重点海域污染情况 提供监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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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19年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采购项目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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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彬 联系人 王晓彬 联系电话 0756-2212713

计划开始日期 2019-01-25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036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36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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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支付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采购项目质保金。相关合同由原
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签订，在机构改革时误将相关账目划到我单位。2019年1月25签合同，合同
总价1036万元，2019年支付932.4万元，2022年支付103.6万元。

立项依据
用于支付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采购项目质保金。相关合同由原
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签订，在机构改革时误将相关账目划到我单位。2019年1月25签合同，合同
总价1036万元，2019年支付932.4万元，2022年支付103.6万元。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履行合同。

项目总目标
为了完成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采购项目，预计项目质保期满后
支付项目质保金。预计达到履行合同的目的。

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完成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采购项目，预计项目质保期满后
支付项目质保金。预计达到履行合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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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站质保金 1036000 1036000

    空气站质保金 1036000 1036000 10360000 0.1

空气站建设 9324000 9324000

    空气站建设 9324000 9324000 1036000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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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站质保数量 =7(2022)

质量指标 质保服务质量 合格(2022)

时效指标 质保金支付及时率 及时(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向社会公开每个镇街的环境空气质量，满足人民群

众对空气质量的知情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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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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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超 联系人 刘志超 联系电话 0756-2212803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079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89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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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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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欠缺，不能满足应急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的需求。3.本次申请购买仪器设备分别应对水污染和无机废气等有
毒有害物质污染等方面应急能力建设。

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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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欠缺，不能满足应急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的需求。3.本次申请购买仪器设备分别应对水污染和无机废气等有
毒有害物质污染等方面应急能力建设。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项目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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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开展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突发应急事件进行环境质量监
测，比如水体污染，海水污染，环境空气污染，预计达到具备一般的环境污染突发应急事件
进行污染区域周边环境质量的监测，为处置环境污染突发应急事件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
撑，保护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年度绩效目标
1、便携式傅里叶红外气体测定仪等应急监测仪器设备，提升东部监测中心应急监测能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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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设备 189000 189000

    质保金 189000 189000 189000 1

仪器设备 1890000 1890000

    无人采样机 180000 180000 90000 2
单价为市场询价的90%，因
为预留10%的质保金在2023

年支付



    便携式测油仪 135000 135000 135000 1
单价为市场询价的90%，因
为预留10%的质保金在2023

年支付

    便携式非甲烷总烃检测仪 630000 630000 315000 2
单价为市场询价的90%，因
为预留10%的质保金在2023

年支付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测定仪 765000 765000 765000 1
单价为市场询价的90%，因
为预留10%的质保金在2023

年支付

    流量校准仪 180000 180000 90000 2
单价为市场询价的90%，因
为预留10%的质保金在2023

年支付

目标内容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指标 目标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应急监测能力提升
提升东部监测中心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

测能力。(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