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维护车辆运行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6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2020年维护车辆运行费预计支出63万元，具体包括：燃油费23.88万元，车辆维修费26.96万元，车
辆保险费用10.86万元，公务用车运维服务费使用费1.3万元。
2021年在我单位车辆无增减的情况下， 2021年预算63万元不变。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维护车辆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单位管辖范围内照明设施的维护、维修的高空作业车、巡查车等特种作业车辆的燃油费、维修
费、保险费等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维护车辆维修费维护车辆维修
费维护车辆维修费

数量：21.00,单位：台,单价：12838.10,金额：
269600.00

维护车辆用燃油费
数量：35014.67,单位：升,单价：6.82,金额：
238800.00

维护车辆保险费
数量：21.00,单位：台,单价：5171.43,金额：
108600.00

公务用车运维服务费使用费 数量：21.00,单位：台,单价：619.05,金额：13000.00

数量指标

维护车辆保险费 21.00台

维护车辆用燃油费 35014.67升

维护车辆维修费
维护车辆维修费
维护车辆维修费

21.00台

公务用车运维服务费使用费 21.00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维护车辆使用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车辆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保证设施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高于国家标准的用车，
保证被盗、被损坏设施及时修复的用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车辆使用者满意度 ≥100%

车辆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照明监控运行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2020年照明监控运行费预计支出12万元，具体包括：设施监控终端总数量为500余台，终端GPRS模
块通讯费由100元/台。同时，照明监控系统使用移动公网固定IP光纤专网，专线数据服务费6.94万
元/年。
2021年在监控模块不增减的情况下，2021年预算12万元不变。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照明监控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用于功能性照明、景观照明的监控终端的专用光纤服务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设施监控终端

数量：506.00,单位：台,单价：100.00,金额：
50600.00

照明监控系统移动公网固定IP
使用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69400.00,金额：
69400.00

数量指标

照明监控系统移动公网固定IP
使用费

1.00项

设施监控终端 506.00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节日氛围营造项目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监控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保障监控终端和监控中心正常通讯，保障开关路灯正
常运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监控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监控使用者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市景点喷泉水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我单位管辖范围内18座喷泉，根据2020年1-9月实际用量吨测算预38061.54,预计2020年用水量
53748.72吨，单价为每吨3.25元，预计使用17.47万元。为了节约财政资金，减轻财政负担，我单位
将加强管理，合理减少喷泉用水，2020年预算15万元不变。
2021年在喷泉不增减的情况下，2021年预算15万元不变。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市景点喷泉水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单位管辖范围内的景观喷泉用水，按水务集团和新永供水公司查表水量及水价据实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城市景点喷泉水费
数量：46153.85,单位：吨,单价：3.25,金额：
150000.00

数量指标 城市景点喷泉水费 46153.85吨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景点喷泉水费项目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喷泉用水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规范使用喷泉水费，保证喷泉效果及设施的清洁，
为“美丽绵阳”的夜景添一份光彩。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喷泉用水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喷泉用水使用者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电梯维护运行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3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2020年电梯运行维护费预算31.5万元，具体包括： 21部电梯47台视频监控系统租赁费10.28万元/
年；通过公开招标确立了单部电梯维护费11808元/年/部,合计年维护费24.8万元/年；2020年电梯维
护运行费预计支出35万元。2021年电梯维护运行费预算35万元。
2021年电梯运行维护费预算增加3.5万元，2021年预算35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电梯维护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对绵阳市城区21部人行天桥电梯，进行专人巡查、视屏监控及维护检修、保养等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外包服务维护费

数量：21.00,单位：台,单价：11771.43,金额：
247200.00

视屏监控系统租赁费
数量：47.00,单位：台,单价：2187.24,金额：
102800.00

数量指标
视屏监控系统租赁费 47.00台

外包服务维护费 21.00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电梯运行维护项目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电梯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保障人行天桥电梯的正常运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电梯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电梯使用者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照明设施电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4,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2020年电费预算2560万元，截止2020年9月电费支出为1630万余元。综合市民对夜间出行要求变
高，夜间车流量增加，人流量增大，绿化行道树木随时间长大，对路灯灯光造成遮挡等原因，我单位
将部分路段的原半夜灯改为全夜灯。综上两方面的原因，2021年电费应有所增加，但我单位采取合理
调整照明设施运行时长和数量以及拆除非重点区域景观性照明灯具等措施以降低电费支出，2021年电
费预算2400万元，较2020年调减160万元。
2021年照明设施电费预算计划下调160万元至2400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照明设施电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支付管辖范围内功能性照明设施、景观亮化设施、喷泉及城市家具等设施的运行电费，其中支付
给电业局的电费按抄表电量和电价实际支出，目前平均单价0075元/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城区照明设施用电电费
数量：32000000.00,单位：度,单价：0.75,金额：
24000000.00

数量指标 城区照明设施用电电费 32000000.00度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全年城市照明设施用电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照明设施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按月如时缴纳电费确保照明设施亮化、美化城市夜
景，并采取有效手段节约用电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照明设施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照明设施使用者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节日氛围营造项目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4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2020年氛围营造预算为144万，其中春节氛围营造经市财评中心审定结算价为113.31万元、国庆氛围
营造采购中标合同价为23.5万元，列支2019年氛围营造项目超支3万元，三项合计金额为139.81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97%。
2021年在氛围营造项目范围在不变的情况下， 2021年预算144万元不变。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节日氛围营造项目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节日氛围营造项目包含春节节日氛围营造以及国庆节日氛围营造两个部分。通过项目实施，确保给广大市
民群众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安定团结的节日氛围，有效提高了绵阳科技城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市
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增强了广大市民自豪感、幸福感和凝聚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完成国庆氛围营造挂国旗

数量：3000.00,单位：个,单价：80.00,金额：
240000.00

完成春节节日氛围营造挂灯笼
数量：40000.00,单位：个,单价：30.00,金额：
120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春节节日氛围营造挂灯笼 40000.00个

完成国庆氛围营造挂国旗 300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节日氛围营造项目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氛围营造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营造欢庆、热烈的喜庆氛围，展示科技城成果，增强
绵阳市民的凝聚力和幸福感指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氛围营造使用者满意度 ≥100%

氛围营造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市照明运行维护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3,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魏明 联系电话： 08162123083

项目概况

城市照明运行维护费2021年预算2500万元， 2020年该项目预算2000万元，预算增加500万元。维护
费主要由以下3个方面构成：
1.功能性照明设施维护费。2020年，我单位管辖功能性照明设施共计约8万盏，维护费用支出约520
万元，平均每盏维护费用为 65元/年。由于城市照明设施从2016年开始，未再进行年度计划性的陈旧
照明设施改造，目前，城区如长虹大道、临园干道、东津干道、仙海大道、涪翁路等100多条道路，
近12000余柱4.5万余盏照明设施使用年限10年以上，因使用年限过长逐渐老化导致维修量大幅提
升，加之近年来人工劳务费和材料费大幅上涨，导致单灯维护费用的大幅上涨，同时，部分路段的单
灯接地因经过多年使用，接地电阻阻值逐年加大，其阻值超国标几十倍，极易造成意外触电导致人身
伤亡事件，安全隐患极大，急需通过逐柱排查的方式对不合格的单灯进行接地装置更换，也导致单灯
维护费用的提高。由于多年以来的单灯维护费用未进行过上调，我们参照国内唯一发布的城市照明维
护费用标准《江西省城市照明设施养护维修费用指标》测算，单灯维护费用约为133元/年，考虑地域
因素等影响，建议将单灯维护费用上调至90元/年。至2021年，城区一批新建道路如S205、S8、笔架
路北段等道路约5000盏将移交我单位维护管理，功能性照明设施总量预计将达8.5万盏，按90元/盏.
年维护费测算，2021年功能性照明维护费预计支出将达到765万元，较2020年维护费用增加245万
元。
2.景观照明设施维护费
城区楼宇景观照明维护费用。2020年我单位管理景观照明设施共计约700余栋、26万盏（套），较
2019年减少30余个楼盘、近5万盏（套），2020年维护费用支出约425万元。景观照明设施维护工作
主要包括正常亮灯巡查检修和老旧、偏远楼宇景观照明设施的拆除。2021年，我们计划继续对除“一
核两带三轴”以及重要节点、标志性建筑以外的位置偏僻、楼层低矮、设施老旧、安全隐患突出的楼
宇景观照明设施进行逐步拆除，从而达到主次分明、亮点突出、效果优良的夜景风貌，同时降低老旧
设施掉落风险、缩减设施体量从而减少景观照明长期运行费用。由于楼宇景观照明设施体量巨大，拆
除工作计划根据资金状况逐年推进，现有预算额度基本能够保障，2021年无需进行调整。
城市亮化系列项目维护费。城市亮化系列项目是绵阳市委、市政府重点项目，其建成大大提升了绵阳
城市夜景风貌，展示了绵阳科技城建设成果，成为了绵阳城市夜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系列项目包含2015年至2017年期间实施的一、二、三期亮化项目和博物馆及周边道路亮化项目，
共计安装各类灯具25余万盏、各类线缆约1000千米，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到2021年，城市亮化项
目将由我单位全部负责维护。为确保“美丽绵阳”城市亮化项目众多设施的稳定可靠运行，我们在制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市照明运行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2021年完成项目维护管理，确保2019年所管辖区内主、次干道亮灯率常年保持在99.5%以上，设施完好
率保持在99%以上，清洁率保持在98%以上，提高了楼宇景观亮化设施的亮灯率和设施安全性， 保障了
绵阳市亮化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及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对发展城市的旅游观光、改善居住环境等产生积极
影响，有效提高了绵阳科技城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市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增强了广大市民自豪感、幸福
感和凝聚力，确保市民满意度达到100%。该项目2020年预算共计安排2000万元，主要用于1.功能性照
明设施维护费520万元（每盏65元/年，约8万盏），2. 城区楼宇景观照明维护费425万元（750余栋、30
万盏（套）），3.城市亮化系列项目维护费1055万元（亮化项目和博物馆及周边道路亮化项目14618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功能性照明设施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6400000.00,金额：
6400000.00

景观性照明设施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6600000.00,金额：
16600000.00

数量指标
景观性照明设施维护费 1.00项

功能性照明设施维护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城市照明运行维护项目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照明设施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目标
确保照明设施亮灯率、设施完好率、清洁度“三
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照明设施管理部门满意度 ≥100%

照明设施营造使用者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