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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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三线一单”技术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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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雨彤 联系电话 2155979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4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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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果更新调整2021年6月印发的《珠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主要以当
前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十四五”规划及相关污染防治方
案等阶段性成果为基础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十四五”资源环境保护目标尚未最终确定。根
据国家、省要求，“三线一单”后续应与上述工作最新成果进行衔接协调，重新科学评估生态
、大气、水、土壤、自然资源等各要素管控分区情况与目标、管控要求，对存在矛盾冲突的内
容进行更新调整，确保方案符合实际。二、年度跟踪评估为客观评价“三线一单”成果实施应
用成效，诊断“三线一单”管理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国家和省的要求，需组织开展“三
线一单”年度自查评估。目前，国家和省正在制定“三线一单”成果实施应用跟踪评估体系，
确定各项分值及评分标准，作为开展“三线一单”成果年度自查评估工作的重要依据，跟踪评
估结果拟将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广东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等的重要依据。三、实施应用案例
总结为抓实成果落地应用工作，积极探索和拓展“三线一单”应用领域，总结经验和问题，反
馈并不断完善应用机制，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全面梳理“三线一单”成果在环境管理、资源
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项目选址、执法监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和实施应用路
径，提出珠海市“三线一单”典型应用案例，并向国家和省反馈实施应用案例。对应用案例的
应用场景和应用特点进行总结分析，提出推广和深化“三线一单”实施应用的建议，探索“三
线一单”全过程应用的模式和路径。四、空间矢量数据库更新调整根据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
境厅“三线一单”数据平台建设要求，进行数据入库及更新维护相关工作。主要包括成果数据
和支撑矢量数据等成果的维护，确保成果符合生态环境部“三线一单”数据共享系统及省“三
线一单”数据管理及应用平台要求，并能应用支撑“三线一单”成果数据共享系统，推动建立
和完善生态环境数据共享体系及成果应用机制。

立项依据

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快实施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及青海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指导意见》（环环评〔2019〕99号）、《关于印送<“三线一单”成果发布实施参考建议的函
》、《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2021〕277号）、《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
（环环评〔2021〕45号）等文件，《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的通知》（粤府〔2020〕71号）以及《珠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珠府〔2021〕38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省、市工作要求，组建长期稳定的“三线一单”技术团队，切实做好技术保障。要
做好数据更新和实施应用等要求，持续做好跟踪评估、更新调整、实施应用等工作，积极探索
将“三线一单”成果在碳达峰排放、“两高”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等重点领域的应用，
确保成果好用、管控、实用。做好珠海市“三线一单”成果更新调整、跟踪评估、数据维护和
案例总结等技术支撑工作，有利于加快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促进生态环
境源头防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项目总目标

根据国家、省、市工作要求，为了持续做好“三线一单”技术支撑工作，要完成珠海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更新调整、编写2021年珠海市“三线一单”年度跟踪评估报告、
编制珠海市“三线一单”实施应用案例、完成珠海市“三线一单”空间矢量数据库更新调整，
确保做好珠海市“三线一单”成果更新调整、跟踪评估、数据维护和案例总结等技术支撑工作
。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省、市工作要求，为了持续做好“三线一单”技术支撑工作，要完成珠海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更新调整、编写2021年珠海市“三线一单”年度跟踪评估报告、
编制珠海市“三线一单”实施应用案例、完成珠海市“三线一单”空间矢量数据库更新调整，
确保做好珠海市“三线一单”成果更新调整、跟踪评估、数据维护和案例总结等技术支撑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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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及前期研究 47000 47000

    现场调研及资料收集 12000 12000 2400 5

    现场调研及资料收集 10000 10000 2000 5

    前期研究 20000 20000 4000 5

    前期研究 5000 5000 1000 5

年度跟踪评估 65000 65000

    编制形成评估报告 10000 10000 2000 5

    跟踪评估 15000 15000 3000 5

    跟踪评估 20000 20000 4000 5

    编制形成评估报告 20000 20000 4000 5

“三线一单”成果更新调整 150000 150000

    生态保护红线更新调整 20000 20000 4000 5

    一般生态空间更新调整 10000 10000 2000 5

    编制形成更新调整成果 20000 20000 4000 5

    编制形成更新调整成果 10000 10000 2000 5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更新调
整

20000 20000 4000 5

    生态保护红线更新调整 10000 10000 2000 5

    环境质量底线更新调整、
资源利用上线更新调整

10000 10000 2000 5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更新调
整

10000 10000 2000 5

    一般生态空间更新调整 20000 20000 4000 5

    环境质量底线更新调整、
资源利用上线更新调整

20000 20000 4000 5

实施应用案例总结 30000 30000

    案例梳理总结 10000 10000 2000 5

    案例梳理总结 20000 20000 4000 5

专用耗材及印刷费用 30000 30000

    专用耗材及印刷费用 30000 30000 200 150

空间矢量数据库更新调整 78000 78000

    支撑数据维护 48000 48000 12000 4

    成果数据维护 30000 30000 15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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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报告数量（个） =4个

质量指标 评审专家满意度 通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2022年12月30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质量提高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三线一单”的环保效益 优良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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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大气污染防治“硬任务”攻关攻坚服务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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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东 联系人 普智晓、游昌盛 联系电话 13425052436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2-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01-04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080000
2022年项目
预算安排金
额（元）

2080000
2021年度项目预
算金额（元）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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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污染天气防控应对科技支撑服务。调研收集珠海市已有的污染源调查管理基础数据，重点
整合污染源普查、环境统计、排放源调查、VOCs企业“一企一策”综合治理等多源数据，结合现场调
研，综合核实更新国控点周边1,3,5 km范围内的重点工业企业、加油站、建筑工地、道路线形工程及
大型餐饮排放源信息，形成国控点周边重点污染源信息库并在服务期内持续进行更新。（2）珠海市工
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及治理提升措施研究。依据《广东省涉工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引》，
开展珠海市涉工业炉窑重点行业企业大气分级管控绩效评估，编制珠海市省级和市级工业炉窑分级管
控清单（EXCEL格式）；通过现场调研、培训等方式指导工业炉窑企业开展整治提升工作，推动涉工业
炉窑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提升。（3）珠海市“十三五”VOCs减排量以及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开展珠海
市工业企业VOCs治理情况调查分析，组织开展全市“十三五”期间涉VOCs其他工业源、交通源、生活
源、农业源治理形成的VOCs减排量核算，统计和评估省下达珠海市任务完成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建议，编制珠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核算报告。同时开展珠海市“十四五”VOCs总量减排潜力
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简洁版）。

立项依据

（1）珠海市污染天气防控应对科技支撑服务。调研收集珠海市已有的污染源调查管理基础数据，重点
整合污染源普查、环境统计、排放源调查、VOCs企业“一企一策”综合治理等多源数据，结合现场调
研，综合核实更新国控点周边1,3,5 km范围内的重点工业企业、加油站、建筑工地、道路线形工程及
大型餐饮排放源信息，形成国控点周边重点污染源信息库并在服务期内持续进行更新。（2）珠海市工
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及治理提升措施研究。依据《广东省涉工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引》，
开展珠海市涉工业炉窑重点行业企业大气分级管控绩效评估，编制珠海市省级和市级工业炉窑分级管
控清单（EXCEL格式）；通过现场调研、培训等方式指导工业炉窑企业开展整治提升工作，推动涉工业
炉窑企业大气污染治理提升。（3）珠海市“十三五”VOCs减排量以及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开展珠海
市工业企业VOCs治理情况调查分析，组织开展全市“十三五”期间涉VOCs其他工业源、交通源、生活
源、农业源治理形成的VOCs减排量核算，统计和评估省下达珠海市任务完成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建议，编制珠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核算报告。同时开展珠海市“十四五”VOCs总量减排潜力
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简洁版）。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近年来珠海市PM2.5浓度总体持续改善，但臭氧污染对空气质量达标率产生明显影响。2015～2019年珠
海市AQI达标率在86.6%~97.3%之间，其中2019年AQI达标率仅86.6%，对应2020年蓝天保卫战攻坚目
标，预计AQI达标率（2020年实况目标为94.0%）将成为最主要的挑战。因此，要推动珠海市AQI达标
率完成2020年目标，在应对污染天气方面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困难，应继续加大污染天气应对的科技
支撑。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意见》
、《广东省涉工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引》等政策文件要求，珠海市需开展重点工业炉窑行
业企业大气分级管控评估认定及整治提升对策研究，提升工业炉窑企业污染管控和治理水平。为完成
省下达的“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任务，珠海市将组织开展全市“十三五”期间涉VOCs排放重点行业
企业减排量核算，以及按省VOCs总量减排核算细则，统计和评估省下达珠海市VOCs总量减排任务完成
情况。综合以上需求，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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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令）和《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
“硬任务”攻关攻坚工作方案》的要求和部署，需组织技术单位开展跟踪研究服务，加强蓝天保卫战
攻坚科技支撑，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加强轻度、中度污染天气的应对，落实工业炉窑分级管控，完
成全市“十三五”VOCs总量核算，为珠海市完成蓝天保卫战攻坚任务提供科技保障。



项目总目标

（1）支撑珠海市生态环境局根据2020年蓝天保卫战攻坚的技术支撑需求和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攻关中
心工作部署，核查国控站点1,3,5 km范围内的重点排放源，形成国控点1,3,5 km范围内污染源排放电
子地图；根据污染天气预报预测，提供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和管控清单；建立珠海市污染天气应对管理
数据库，实现国控点周边排放源及管控排放源可视化管理；及时开展污染天气应对跟踪评估，开展污
染天气会商研判，针对性提出污染天气防控应对方案，为攻坚攻关目标实现提供及时可靠的技术支
撑，并为持续改善珠海市空气质量提供支撑。（2）根据《广东省涉工业炉窑企业大气分级管控工作指
引》，开展珠海市工业炉窑企业大气管控分级绩效评估认定的技术指导和核定工作，编制珠海市炉窑
分类分级管控名录并形成数据库，提出工业炉窑治理提升措施建议促进工业炉窑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
。（3）提供珠海市VOCs总量减排技术支撑，分析固定源、移动源、面源治理及排放情况，协助完成珠
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核算工作。开展珠海市“十四五”VOCs总量减排潜力分析及提出政策建
议。

年度绩效目标

（1）珠海市污染天气防控应对科技支撑服务主要成果：珠海市国控点周边1,3,5 km范围内重点排放源
数据库，1份；珠海市污染天气应对管理数据库，1套；根据实际污染过程，持续提供动态污染管控措
施清单和具体措施建议；协助开展污染天气联合会商，不少于5次；开展污染天气应对持续跟踪及后评
估，形成评估报告不少于5份。（2）珠海市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编制及治理提升研究主要成果：珠
海市省级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数据集，1份；珠海市市级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数据集，1份；现场
抽查珠海市省级工业炉窑不少于5台，市级工业炉窑不少于20台；协助开展培训不少于2次；珠海市工
业炉窑分级管控及治理提升研究报告，1份。（3）珠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技术支撑主要成
果：珠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核算评估报告1份，内含珠海市“十四五”VOCs总量减排潜力分析
报告（简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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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大气污染防治“硬任务
”攻关攻坚服务采购项目

2080000 2080000

    污染应对持续跟踪及专家
现场技术服务

290000 290000 290000 1

    工业炉窑综合治理技术服
务

70000 70000 70000 1

    珠海市“十三五”VOCs减
排量以及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

140000 140000 140000 1

    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核实更新费用

600000 600000 600000 1

    PM2.5轻度、中度污染天管
控措施清单编制

270000 270000 270000 1

    臭氧轻度、中度污染天管
控措施清单编制

280000 280000 280000 1

    开展轻度、中度污染天气
联合会商

430000 430000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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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国控点周边重点排放源数据库数量 1份(2022)

珠海市污染天气应对管理数据库数量 1套(2022)

珠海市省级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数据集数量 1份(2022)

珠海市市级工业炉窑分级管控清单数据集数量 1份(2022)

质量指标

珠海市工业炉窑分级管控及治理提升研究报告 1份(2022)

珠海市“十三五”VOCs总量减排核算评估报告 1份(2022)

项目成果专家验收通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项目总体完成及时率 =100%(2022)

成本指标 项目规划编制经费 =208万元(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大气污染源精细化管控水平 提升(2022)

生态效益指标 涉气企业大气污染物治理水平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优先控制(2022)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效益
有助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落实和减排效益的

持续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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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芳 联系电话 0756-2195331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5-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013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13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
额（元）

435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金
（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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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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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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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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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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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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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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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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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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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第三期技术咨询费 1013000 1013000

    数据、资料收集与分析，
实地考察

123000 123000 123000 1

    调研费 80000 80000 80000 1

    会议费 30000 30000 30000 1

    专家咨询费 30000 30000 30000 1

    报告编制 630000 630000 630000 1

    派驻人员费 80000 80000 80000 1

    材料装订、印刷等 20000 20000 20000 1

    邮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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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报告数量（份） =3(2022)

质量指标 规划评审通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土壤生态环境改善情况 良好(2022)

生态效益指标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改善情况 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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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重点江河湖库水生态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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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思嘉 联系人 田苘榕 联系电话 15992622754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240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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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省有关要求与部署，开展珠海市重点流域水质、生境、水生生物调查评
估，完成两个水期的现场调查采样与评估分析 ，建立水生态环境基础数据档案，全面
掌握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工作存在的短板 ，为开展水生态修复恢复工作提
供本底数据和技术支撑。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江河湖库水生态环境调查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粤环办函
[2021]69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充分了解江河湖库流域生态现状是识别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设定切实
可行的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目标、提出针对性的工程措施和环境管理政策的基础 ，为切
实做好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流域整体出发，系统地开展珠海市重点江河、湖
库水生态调查，分析评估水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全面掌握珠海市流域生态系统现状，
建立珠海市流域生态基础数据集；识别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可为珠
海市系统、全面开展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珠海市水生态环境的科学
化、精准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十分迫切 。

项目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开展流域水生态环境调查，从水质指标、生境指标和生物指标三个
方面全面评估珠海市河湖生态安全状况 ，准确把握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识别水生态
受损情况，建立基础数据库，为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水生态环境
管理目标、支撑和服务全市水生态环境管理、开展水生态修复恢复提供基础数据和依
据。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将提交调查评估报告1份，全面掌握珠海市流域生态系统现状，建立
珠海市流域生态基础数据集；识别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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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生物采样及鉴定费 1740000 1740000

    水生生物调查费 1740000 1740000 15000 116

水生生物数据处理和分析费用 302000 302000

    教授级高工劳务费 27000 27000 1500 18

    助理工程师劳务费 75000 75000 600 125



    高工劳务费 80000 80000 1000 80

    中级工程师劳务费 120000 120000 800 150

水质、水生生物现场调查费用 330600 330600

    现场调研差旅费 201600 201600 420 480

    现场调研租船费 45000 45000 450 100

    现场调研租车费 84000 84000 700 120

会议费 8250 8250

    中级工程师劳务费 8250 8250 550 15

印刷费 19150 19150

    印刷费 19150 19150 19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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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水生态环境调查评估报告完成数 =1份

质量指标 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实施对社会产生经济效益
进一步摸清我市水生态状况，带动水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环保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区域发展

质量，推动我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生态效益指标 水生态修复与保护情况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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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思嘉 联系人 叶仕兴 联系电话 13823049756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13992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3992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46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60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600000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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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费用 39920 39920

    印刷费用 39920 39920 199.6 200

报告编制费用 100000 100000

    教高级工程师劳务费 16000 16000 1000 16

    高级工程师劳务费 24000 24000 800 30

    中级工程师劳务费 60000 60000 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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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2022)

质量指标 规划报告验收通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规划完成及时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珠海市水环境质量情况 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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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土壤、地下水背景值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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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芳 联系电话 0756-2195331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03-31

项目申报总金额（元） 3635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3635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
额（元）

154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0

2020年项目结余资金
（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1.土壤重金属本底（或背景）含量是判断土壤是否遭到污染和可能达到的污染程度的客观标准，是环境质量评价一项基础
资料。土壤重金属背景含量具有明显地区性差异，但时间性并不明显。在正常情况下，土壤重金属背景含量取决于成土母
质和土壤类型，由于成土母质的多样性和成土过程的复杂性，使不同地区在不同自然环境条件下发育的土壤类型不同，重
金属含量不同，因而地区性差异明显。同时由于成土母质和背景土壤中重金属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正常动态平衡条件
下，其含量不与时间因素相关，故其时间性并不明显。开展珠海市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研究土壤重金属富集特征与
机制、累积效应及污染源识别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客观评价珠海市不同地质区域、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
环境背景值、毒害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其来源，可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预防、治理区域性土壤重金
属污染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与环境背景基础数据支撑。2.近年来地下水环境保护已成为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2011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环发〔2011〕128号），要求通过实施《规划》，
建成以防为主的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2012年，全国启动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工作。
2015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5〕131号），将地下水环境保护纳
入行动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到2020年，地下水质量维持稳定，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2019年3月，生态环
境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环土壤〔2019〕
25号），提出要实现“一保、二建、三协同、四落实”的近期目标：“一保”，即确保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环境安全；“二
建”，即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全国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三协同”，即协同地表水与地下水、土壤与地
下水、区域与场地污染防治；“四落实”，即落实《水十条》确定的四项重点任务，开展调查评估、防渗改造、修复试点
、封井回填工作。按照国家和省总体部署，2013年、2014年，我市开展了《珠海市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筛选完成了8个典型污染源地下水调查评估，但由于调查区缺少地下水环境背景值相关研究成果，按照国家技术指南，仅以
《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93）》Ⅲ类、Ⅳ类限值为标准，定性分析了调查对象周边地下水污染程度。2016年，省人民
政府与我市人民政府签订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要求到2020年，我市3个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且无极差
点位，但现阶段考核点周边区域地下水本底情况、质量及污染现状尚未查明，无法针对性提出有效措施保证水质达标。因
此，摸清区域地下水背景值，是区分天然背景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地下水超标，客观评估地下水污染程度，科学提出污染防
治对策措施的前提，对我市顺利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一保、二建、三协同、四落实”工作任务，保证地下
水质量考核点水质达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粤府〔2015〕131号）、《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生态环境厅2021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粤财
资环〔2021〕1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 土壤中重金属等物质的背景含量（背景值）是判断土壤是否遭到污染和可能达到污染程度的客观标准，是环
境质量评价的一项重要基础资料。因背景值有明显地区性，因此亟需开展珠海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工作，以便
全面了解珠海市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客观评价珠海市城市建设用地、工业企业周边、农用地及自然植被覆盖区等
不同区域土壤的背景值、污染特征及其主要成因，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依据。2.摸清区域地下水背景值，是
区分天然背景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地下水超标，客观评估地下水污染程度，科学提出污染防治对策措施的前提，对
我市顺利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一保、二建、三协同、四落实”工作任务，保证地下水质量考核点
水质达标，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总目标

"1.编制完成珠海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研究报告，识别珠海市潜在土壤环境高背景值区域并编制空间分布图；获
取珠海市土壤环境背景值，为重金属及主要的有机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提供质量评价基础数据。2.通过开展珠海市
地下水环境背景值调查，为客观评估地下水污染程度，区分天然背景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地下水超标，科学合理的
提出地下水污染防治对策措施提供依据；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一保、二建、三协同、四落实”工作
任务顺利完成，确保我市实现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级别保持稳定且无极差点位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年度绩效目标
2022年，编制完成 《珠海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研究报告》、《珠海市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图集》、《珠海市地
下水环境背景值调查报告及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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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费用 3635000 3635000

    土壤采样费用 900000 900000 4500 200

    地下水检测费 350000 350000 3500 100

    土壤检测费 1400000 1400000 3500 400

    差旅交通费 100000 100000 100000 1

    报告编制费 565000 565000 565000 1

    建井费用 320000 320000 40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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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规划完成数（篇） =3(2022)

质量指标 方案规划验收通过率（%） =100%(2022)

时效指标 规划按时完成率（%） =100%(2022)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改善情况 良好(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