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0109 科目名称：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江 联系电话： 2247209

项目概况

根据《绵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主管部门工作安排，中心承担市本
级房屋征收部门日常事务性工作。2020年，中心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房屋征收政策体系、危旧房棚
户区改造政策体系，积极配合做好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市政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征收
工作，以及房屋征收档案管理工作。为了确保上述工作的推进，促进幸福美丽绵阳建设及社会经济发
展，经测算需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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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主管部门工作安排，中心承担市本级房
屋征收部门日常事务性工作。2020年，中心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房屋征收政策体系、危旧房棚户区改
造政策体系，积极配合做好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市政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征收工作，以及
房屋征收档案管理工作。为了确保上述工作的推进，促进幸福美丽绵阳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经测算需房
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35万元，具体如下：
1.建立完善房屋征收及旧城区有机更新改造政策体系经费4万元。自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出台以来，各地都在制定该领域内符合自身实际的系统性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2020，中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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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交流、学习
数量：4.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0,金额：
20000.00

课题调研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办法出台前社会风险评估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9000.00,金额：27000.00

完成重要档案扫描（新接手拆
迁历史档案）

数量：20000.00,单位：次,单价：0.40,金额：8000.00

专业灭鼠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12000.00

完成会计档案归档 数量：300.00,单位：项,单价：45.00,金额：13500.00

购买灭虫、防潮药物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500.00,金额：500.00

购买知网数据服务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772.00,金额：2772.00

重点项目实施前社会风险评估 数量：6.00,单位：个,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购买书籍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金额：1000.00

编制房屋政策汇编劳务费 数量：2.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

召开听证会2次（办法出台前） 数量：80.00,单位：人次,单价：160.00,金额：128.00

印刷房屋政策汇编
数量：20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40000.00

完成2019年-2020年新增案卷
归档及拆迁历史档案归档

数量：3000.00,单位：次,单价：35.00,金额：
105000.00

完成2019年-2020年案卷规范
数量：1500.00,单位：次,单价：2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重要档案扫描（新接手拆
迁历史档案）

20000.00次

办法出台前社会风险评估 3.00次

完成2019年-2020年新增案卷
归档及拆迁历史档案归档

3000.00次

外出交流、学习 4.00人次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主管部门工作安排，中心承担市本级房
屋征收部门日常事务性工作。2020年，中心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房屋征收政策体系、危旧房棚户区改
造政策体系，积极配合做好城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市政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征收工作，以及
房屋征收档案管理工作。为了确保上述工作的推进，促进幸福美丽绵阳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经测算需房
屋征收安置补偿专项经费35万元，具体如下：
1.建立完善房屋征收及旧城区有机更新改造政策体系经费4万元。自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出台以来，各地都在制定该领域内符合自身实际的系统性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2020，中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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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专业灭鼠 2.00次

完成2019年-2020年案卷规范 1500.00次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强制执行费 1.00项

编制房屋政策汇编劳务费 2.00人

重点项目实施前社会风险评估 6.00次

购买灭虫、防潮药物 1.00批

购买知网数据服务 1.00次

完成会计档案归档 300.00次

课题调研 1.00次

购买书籍 1.00批

召开听证会2次（办法出台前） 2.00次

印刷房屋政策汇编 2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质量指标 强制执行后群众满意度 高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体系可持续度 为绵阳城区房屋征收工作提供可持续的法律支持

档案使用年限 10年，30年，永久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建立健全房屋征收政策体系、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政策
体系；提高征收从业人员政策执行水平，有效保存工
作资料，方便档案查询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率，档案管理部门满
意度，档案使用者满意度

≥95%

案卷归档规范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监管督查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0109 科目名称：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江 联系电话： 2247209

项目概况

根据住建局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对各县（市）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一是监督和指
导房屋征收调查摸底工作；二是指导和检查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论证、公告、公示、听证和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工作；三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签订工作；四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评
估机构的选定工作；五是指导征收与补偿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推进，预计
2020年需经费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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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监管督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住建局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对各县（市）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一是监督和指导房
屋征收调查摸底工作；二是指导和检查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论证、公告、公示、听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工作；三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签订工作；四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评估机构的选定
工作；五是指导征收与补偿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推进，预计2020年需经费12万
元。
1.房屋征收专项检查经费4.22万元。为了确保各县（市）区严格执行我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中心拟于
20年开展2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其房屋征收体制机制建设情况，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程序是否完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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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各县（市）区检查住宿费 数量：7.00,单位：人次,单价：314.30,金额：2200.00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工作总结会
数量：80.00,单位：人次,单价：160.00,金额：
12800.00

到各县（市）区检查租车费
（含油费）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800.00,金额：16000.00

到各县（市）区检查差旅费
数量：4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4000.00

召集信访人员召开信访协调会
（场地租赁、资料印刷）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派出信访事宜现场专班（购买
办公用品及耗材）

数量：10.00,单位：批,单价：1500.00,金额：
15000.00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工作人员业
务培训费

数量：70.00,单位：人次,单价：250.00,金额：
17500.00

单位公务外出交通费报销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管
理培训费

数量：50.00,单位：人次,单价：250.00,金额：
12500.00

派出信访事宜现场专班（办公
地点租赁费用）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工作总结会 80.00人次

派出信访事宜现场专班（购买
办公用品及耗材）

10.00批

到各县（市）区检查租车 20.00次

到各县（市）区检查住宿费 7.00人次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工作人员业
务培训费

70.00人次

召集信访人员召开信访协调会
（场地租赁、资料印刷）

10.00次

单位公务外出交通费报销 1.00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监管督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住建局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对各县（市）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一是监督和指导房
屋征收调查摸底工作；二是指导和检查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论证、公告、公示、听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工作；三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签订工作；四是监督和指导房屋征收与补偿评估机构的选定
工作；五是指导征收与补偿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推进，预计2020年需经费12万
元。
1.房屋征收专项检查经费4.22万元。为了确保各县（市）区严格执行我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政策，中心拟于
20年开展2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其房屋征收体制机制建设情况，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程序是否完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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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召开全市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管
理培训费

50.00人次

派出信访事宜现场专班（办公
地点租赁费用）

1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2次检查工作

质量指标
业务指导、信访协调质量 高

培训人员通过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各县（市）区严格执行我市房屋征收与补偿政
策，提高从业人员政策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信访群众满意度 ≥95%

业务指导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审查备案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0109 科目名称：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江 联系电话： 2247209

项目概况

受市住建局委托，中心负责审查我市规划区范围内征收主体拟定的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方案，重点
审查其补偿标准和征收程序。2021年，中心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审查备案体制机制，采取实地调研、聘
请专业法律顾问等形式，提高征收补偿方案的审查效率和水平。为了确保该项工作的推进，预计需经
费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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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审查备案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受市住建局委托，中心负责审查我市规划区范围内征收主体拟定的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方案，重点审查
其补偿标准和征收程序。2021年，中心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审查备案体制机制，采取实地调研、聘请专业
法律顾问等形式，提高征收补偿方案的审查效率和水平。为了确保该项工作的推进，预计需经费10万
元。
1.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审查经费5万元。在对区（园区）申报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进行审查时，中心需
对其启动的征收项目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对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收集和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合
理化建议，并及时向区（园区）房屋征收部门或实施单位反馈、解答，预计支出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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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提供专业
法律服务，处理法律纠纷）

数量：1.00,单位：人,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重点项目走访、入户调查费用 数量：5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5000.00

重点问题专家咨询费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
25000.00

走访入户调查租车费（含油
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走访入户调查租车费（含油
费）

1.00项

重点项目走访、入户调查费用 50.00次

重点问题专家咨询费 10.00次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提供专业
法律服务，处理法律纠纷）

1.00人

时效指标
当年送审备案项目完成审查备
案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质量指标
项目审查备案是否符合相关程
序、法律法规

是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本行业发展的可持续影响 提供法律保障，避免未来法律纠纷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建立健全审查备案体制机制，提高征收补偿方案的审
查效率和水平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信息公开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0109 科目名称：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江 联系电话： 2247209

项目概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办
〔2017〕42号）文件精神，确定在绵阳开展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方面信息公开试点工作，且文件
要求要完善政务公开方式，根据基层实际情况，综合利用政务新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公示栏等
平台和办事大厅、便民服务窗口等场所，多渠道发布政务信息，方便公众查询或获取。预计支出5万
元。
1.平面媒体公开费用2万元。2021年上半年中心将开展“征收集中宣传月”活动，结合绵阳城区征收
案例在《绵阳日报》上宣传征收政策，公开征收项目信息，树立正确舆论导向，预计支出2万元。
2.电视及公交站台公开费用3万元，2021年，中心将在公交车站台以及广播电视上公开项目概况、项
目推进情况各一次，预计支出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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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征收信息公开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办〔2017〕
42号）文件精神，确定在绵阳开展征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方面信息公开试点工作，且文件要求要完善政
务公开方式，根据基层实际情况，综合利用政务新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公示栏等平台和办事大厅、
便民服务窗口等场所，多渠道发布政务信息，方便公众查询或获取。预计支出5万元。
1.平面媒体公开费用2万元。2020年上半年中心将开展“征收集中宣传月”活动，结合绵阳城区征收案例
在《绵阳日报》上宣传征收政策，公开征收项目信息，树立正确舆论导向，预计支出2万元。
2.电视及公交站台公开费用3万元，2020年，中心将在公交车站台以及广播电视上公开项目概况、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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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站台公开费用（项目概
况）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传媒平台公开费用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平面媒体公开费用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公交站台公开（项目概况） 1.00次

传媒平台公开 1.00次

平面媒体公开 4.00次

时效指标
当年发布的政策、实施项目公
布期限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舆论的可持续影响 营造长期的良好舆论环境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树立正确舆论导向

对公众的作用 方便公众查询和获取相关征收信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0109 科目名称： 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江 联系电话： 2247209

项目概况

根据征收中心自身职能职责以及市棚改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市棚改领导小组（组长为市政府
市长）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旧城区改建规划、政策、年度实施计划的制定，审核旧城区改建项目，建
立旧城区改建项目库，组织开展项目前期调查，指导、检查、督促和监管旧城区改建工作，承办市棚
改工作例会，协调财政、规划、国土、属地政府等共同推进危旧房棚户区（旧城区）改建项目。为了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打好三年棚改攻坚战， 2020年度涪城、游仙、安州3区和高新、经开、仙海三园区拟实施危旧
房棚户区改造项目50余个，投资金额约80亿，征收中心需全程参与项目的房屋征收搬迁工作，因此，
本年申请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专项经费28万元。
1.旧改车辆运行经费11.6万元。在全省公务用车改革的背景下，我市公务用车配备及采购审批一直处
于冻结状态。因此，自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未配备公务车辆。为了保证中心旧改工作正常开展，经请
示主管部门，暂时租用1辆机动车作为单位旧城改造推进业务用车，预计发生租车费用（含车辆维
修）9万元，车辆燃油费、洗车、停车等费用2.6万元。
2. 前期调查、可行性论证经费3.5万元。在项目正式报市棚改领导小组研讨之前，中心需要聘请相关
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房屋评估、房屋预测绘、规划设计等并出具评估咨询、测绘报告、设计咨询，预
计支出2万元。还需聘请工程造价机构结合相关咨询报告对项目盈利能力进行测算，出具相关分析报
告，预计支出1.5万元。以上合计3.5万元。
2.外出学习交流费用3万元。为了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市城区旧城改造相关政策，学习借鉴外地旧城更新
改造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由市上领导带队，组织相关部门外出考察学习， 预计支出3万元。
3.跟踪督查经费3.2万元。2021年度涪城、游仙、安州3区和高新、经开、仙海三园区拟实施危旧房棚
户区改造项目   余个，中心负责其整体推进实施，且实施过程中，既要保证其快速顺利推进，又要保
证合规合法。因此，中心需要全程介入、定期跟踪督查，需要对全市棚户区改造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指
导，召开棚户区改造动员会，现场宣传最新的棚旧改政策，不定时进驻项目现场督查指导等。因此，
需要印刷政策宣传单3000余份，政策资料汇编1000余册，制作宣传展板，租赁会议场地等，预计支
出3.2万元。
4. 城市更新老旧房屋基础数据摸底统计费用，支出约2万元。为确保城市更新工作顺利开展，中心需
对城市老旧房屋情况摸底，预计开支2万元，主要用开支差旅费、入户调查费用等。
5. 1996年以来，绵阳城区旧城改造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费用，支出约1万元。近年，绵阳旧城改造
及拆迁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相继暴露，为确保信访工作有序稳定推进，现申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费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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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征收中心自身职能职责以及市棚改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市棚改领导小组（组长为市政府市
长）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旧城区改建规划、政策、年度实施计划的制定，审核旧城区改建项目，建立旧城
区改建项目库，组织开展项目前期调查，指导、检查、督促和监管旧城区改建工作，承办市棚改工作例
会，协调财政、规划、国土、属地政府等共同推进危旧房棚户区（旧城区）改建项目。为了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打好三年棚
改攻坚战， 2020年度涪城、游仙、安州3区和高新、经开、仙海三园区拟实施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50
余个，投资金额约80亿，征收中心需全程参与项目的房屋征收搬迁工作，因此，本年申请旧城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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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规划设计报
告（重点项目）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3000.00,金额：3000.00

城市跟新老旧房屋举出数据摸
底统计费用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车辆租赁费（含燃油费、停车
洗车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86000.00,金额：
86000.00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预测绘报告
（重点项目）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2000.00,金额：4000.00

印刷费（政策汇编）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20000.00

制作宣传展板 数量：40.00,单位：个,单价：400.00,金额：16000.00

外出考察、学习费用
数量：5.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0,金额：
25000.00

现场协调会费用（租赁场地、
购买办公用品
）

数量：10.00,单位：批,单价：500.00,金额：5000.00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预评估报告
（重点项目）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3000.00,金额：6000.00

印刷费（政策宣传单） 数量：5000.00,单位：次,单价：1.00,金额：5000.00

1996年以来，绵阳城区旧城改
造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印刷费（政策汇编） 1000.00套

制作宣传展板 40.00个

车辆租赁费（含燃油费、停车
洗车费）

1.00项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规划设计报
告（重点项目）

1.00个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预评估报告
（重点项目）

2.00个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征收中心自身职能职责以及市棚改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中心负责市棚改领导小组（组长为市政府市
长）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旧城区改建规划、政策、年度实施计划的制定，审核旧城区改建项目，建立旧城
区改建项目库，组织开展项目前期调查，指导、检查、督促和监管旧城区改建工作，承办市棚改工作例
会，协调财政、规划、国土、属地政府等共同推进危旧房棚户区（旧城区）改建项目。为了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打好三年棚
改攻坚战， 2020年度涪城、游仙、安州3区和高新、经开、仙海三园区拟实施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50
余个，投资金额约80亿，征收中心需全程参与项目的房屋征收搬迁工作，因此，本年申请旧城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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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现场协调会费用（租赁场地、
购买办公用品）

10.00批

印刷费（政策宣传单） 5000.00次

外出考察、学习费用 5.00人次

中介机构出具房屋预测绘报告
（重点项目）

2.00个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间 确保各项旧改工作在协议时间节点前完成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三年棚改攻坚的影响 是打好三年棚改攻坚战的基础

对老旧小区管理的影响 为老旧房屋改造提供数据

对建设美丽城市的可持续影响 改善旧城区交通，有序推进老城有机更新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的影响 改善被改造户的生活状况及老城区风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被改造百姓、相关部门满意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