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资金使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

拨款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合计 5,652.15 5,652.15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2021年信息化建设

项目

241.91 241.91

根据反恐怖防范管理的相关要求，结合白云山风景区现有

技防系统建设现状，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光纤网络资

源，完成506个高清视频图像采集点（新建点450个，旧点

设备更换56个）的建设，以及覆盖白云山风景区的电子巡

查系统建设，满足反恐怖防范管理的相关要求。

1、效益指标：设备使用率，年度指标值：≥98%。2、效益

指标：交付及时率，年度指标值：≥98%。3、产出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4、产出指标：各项

支付工作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5、效益指标：景区

工作正常运行率，年度指标值：≥98%。6、效益指标：安

全事故发生率，年度指标值：0次。

    其他运行保障经费 35.00 35.00
通过其他运行保障经费项目实施，解决单位后勤服务需

求，保障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1、产出指标：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年度指标值：完成

。2、产出指标：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年度指标值：100%。

3、产出指标：支付及时性，年度指标值：及时。4、产出

指标：预算控制，年度指标值：70000元/人。

    工作经费 2.00 2.00

通过赴国（境）外学习研讨相关项目在绿色经济发展、城

市园林绿化与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经验和做法，建设好“

广州花园”项目，提高广州新型城市化园林绿化建设水平

。

1、产出指标：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年度指标值：99%。2、

产出指标：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年度指标值：完成。3

、满意度指标：出国人员满意率，年度指标值：95%以上。

4、产出指标：调研咨询次数，年度指标值：2次。

    购置经费 20.00 20.00

通过更新购置办公设备和家具达到以下目标：一是改善办

公条件，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进一步节能降耗，节约工作

成本；三是提高软件正版化水平。通过购置消防特种专业

器材，加强森林火灾指挥、扑救保障能力，提高应急响应

速度，提高景区森防安全保障水平。

1、产出指标：购置设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

2、产出指标：采购资金节约率，年度指标值：小于采购金

额的1%。3、产出指标：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1000元

。4、产出指标：采购及时性，年度指标值：及时。

    城维计划-重阳节安保经

费
73.00 73.00

通过在各重要位置及游客较多的地方增加安保力量，疏导

游客，及时发现及预防、阻止游客做出危险行为，为重阳

节期间安全工作提供良好保障，确保重阳节日0事故。

1、产出指标：聘请保安数量，年度指标值：800人。2、产

出指标：预算控制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

标：游客疏导人次数，年度指标值：≥20000人次。4、效

益指标：确保景区专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年度指标值：

有效保障。

    城维计划-广州园林博览

会参展费
15.00 15.00

通过参展广州园林博览会，支持广州园林建设，弘扬岭南

园林文化，同时对外宣传白云山风景区形象，并且提高技

术人员的园林设计与施工的专业水平。

1、产出指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2、效益

指标：媒体报道次数，年度指标值：≥2篇。3、效益指

标：质量精品奖获奖情况，年度指标值：获优胜奖以上。4

、产出指标：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



    城维计划-广州园林博览

会参展费
15.00 15.00

通过参展广州园林博览会，支持广州园林建设，弘扬岭南

园林文化，同时对外宣传白云山风景区形象，并且提高技

术人员的园林设计与施工的专业水平。

1、产出指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2、效益

指标：媒体报道次数，年度指标值：≥2篇。3、效益指

标：质量精品奖获奖情况，年度指标值：获优胜奖以上。4

、产出指标：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

    城维计划-广州市白云山

门岗用水工程
20.00 20.00

通过开展白云山门岗用水工程项目，完善景区给水外线管

道及附属物等基础设施，达到满足景区用水需求的目标。

1、产出指标：工程档案资料完整率，年度指标值：100%。

2、效益指标：工程结算评审核减率，年度指标值：≤20%

。3、效益指标：供水能力，年度指标值：有效提升。4、

满意度指标：使用部门人员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5、产出指标：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控制在概算内。

    城维计划-白云山风景区

内沥青路面升级改造工程
107.00 107.00

通过开展白云山风景区内沥青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完善景

区道路及排水沟等基础设施，达到优化景区游览环境，保

障游客安全的目标

1、效益指标：提升交通便利程度，年度指标值：有效提升

。2、产出指标：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控制在概算内。

3、效益指标：工程结算评审核减率，年度指标值：＜20%

。4、产出指标：工程档案资料完整率，年度指标值：100%

。5、效益指标：改善景区环境，年度指标值：明显改善。

6、满意度指标：游客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白云山管理局综合管理

经费
222.00 222.00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确保本单位完成一般行政工作任务。

进一步扩大营销影响力，向旅游业同行展示了景区形象，

加强业内信息交流，挖掘景区的文化背景与内涵，通过各

种创新手段开发和展示景区文化，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

1、产出指标：支付及时性，年度指标值：及时。2、产出

指标：活动开展及时性，年度指标值：及时。3、效益指

标：培训班参加率，年度指标值：≧95.00%。4、效益指

标：安全隐患排除率，年度指标值：≥99%。5、产出指

标：举办各类培训次数，年度指标值：5次。6、产出指

标：组织安全专项培训次数，年度指标值：2次。7、产出

指标：法律咨询、评估、安全巡查等各项工作完成率，年

度指标值：100%。8、产出指标：聘请法律顾问人数，年度

指标值：1名。9、产出指标：景区保险覆盖率，年度指标

值：≥95%。10、产出指标：宣传推广活动数，年度指标

值：1次。11、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

95%。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区管

理局国有资产物业确权登记项

目

50.00 50.00

通过开展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国有资产物业确

权登记项目，使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按程序按规定进行确权

登记，有利于国有固定资产保值增值及利用，从而达到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景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1、效益指标：成果应用率，年度指标值：测量数据及图纸

用于出租出借或维修维护的依据，有利于国有固定资产保

值增值及利用。。2、产出指标：工作任务完成率，年度指

标值：90%。3、产出指标：编制方案按时完成率，年度指

标值：提交成果合格率90%.。4、产出指标：各项支付工作

完成率，年度指标值：90%。5、满意度指标：成果使用部

门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2022年信息化建设

项目

25.80 25.80

通过开展该项目，结合白云山风景区现有技防系统建设现

状，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光纤网络资源，针对白云山

的上山入口及人流密集区域搭建人脸识别系统，在景区门

岗以及景区内3个人流密集地点建设42个人脸识别监控点，

完善白云山风景区的治安防控体系，全面掌握上山人员的

情况，追溯人员轨迹，增强对重点人员的监控，提升预警

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了，为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安全、舒

适的游玩环境，为“平安广州”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与

保障。

1、产出指标：工程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2、产出

指标：项目评审完成率，年度指标值：≥90%。3、产出指

标：项目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4、产出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年度指标值：≥95%。5、效益指标：设

备故障率，年度指标值：≤2%。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白

云山管理局2022-2023年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项目(2022)

103.44 103.44

通过开展该项目，确保景区各信息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并记录各类业务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信息系统的软硬件

保养、维护，提高各业务系统的性能，保证各业务系统数

据的完整安全性，保障整个景区各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让游客和市民不间断的使用景区提供的一系列便捷信息服

务。

1、产出指标：工程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2、产出

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90%。3、产出指

标：项目按时完成率，年度指标值：≥90%。4、效益指

标：设备在线率，年度指标值：≥90%。5、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麓湖路至双燕岗路绿道

建设
9.00 9.00

通过对麓湖路至双燕岗路绿道建设，提升白云山的景观，

有利于增加白云山的休闲生态空间，改善该地区的工作生

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将有效改善周边地带的环境质

量，提高城市绿地率，对改善空气质量，缓解城市中心地

带的热岛效应有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白云山风景区景

点的提升与建设，为市民游客提供优美的自然环境。

1、产出指标：景区绿道长度，年度指标值：1400米。2、

产出指标：项目支付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

标：休闲生态空间增加数量，年度指标值：明显。

    广州花园(锣鼓坑片区) 3,882.00 3,882.00

通过实施广州花园（锣鼓坑片区）项目，完成“芬芳花园

”、“空中栈桥”、“入口花园”、“雨林与空中花园”

、“盛宴、兰花及聆听园”等景点建设，完成绿化建设面

积18.2万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5817平方米，提升锣鼓坑

区域的环境景观。

1、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2、效

益指标：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次数，年度指标值：0次。3、

效益指标：景观效果，年度指标值：有效提升。4、产出指

标：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5、产出指

标：占地面积，年度指标值：5400平方米。6、产出指标：

新建建筑面积，年度指标值：23万平方米。

    白云山中心应急避护场

所
8.00 8.00

通过完成白云山中心应急避护场所建设项目，达到了完善

城市防灾减灾体系，满具有多灾种利用、避险疏散、灾害

预防、科普宣传等多功能应急避护场所的目标。  

1、产出指标：工程结算评审核减率，年度指标值：不超过

20%。2、产出指标：完成结算送审项目数量，年度指标

值：100%。

    白云山风景区范围内整

治复绿工程
380.00 380.00

整治白云山风景区10个节点景观, 其中：游憩一体的景观

节点6个，观赏性绿化节点 4个，建设规模约50000平方米

。保护和利用白云山原有的良好的景观环境打造兼具功能

性、整体性、美观性的景观节点，完善景区建设，实现保

护景区生态资源，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1、产出指标：能够及时办理合同结算，年度指标值：100%

。2、效益指标：工程结算评审核减率，年度指标值：≤

20%。3、产出指标：成本造价控制在预算内，年度指标

值：≤2407万元。4、效益指标：提升景观效果，年度指标

值：有效提升。5、满意度指标：游客满意度（%），年度

指标值：≥90%。6、效益指标：安全事故发生数，年度指

标值：0。

    城维计划-白云山动植物

多样性保护监测
20.00 20.00

通过开展白云山风景区野生动植物多样性保护监测项目，

对景区内野生动植物进行全面调研掌握，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打造生态自然景区环境；将完善白云山野生动植

物资源掌握情况。

1、产出指标：通过验收评审（是/否），年度指标值：是

。2、产出指标：新建固定样地数量，年度指标值：≥10个

。3、产出指标：网媒、平台宣传推广项数，年度指标值：

≥18次。4、满意度指标：市民游客满意度，年度指标值：

≥90%。5、效益指标：摸清xx现状（是/否），年度指标

值：是。

    城维计划-白云山风景名

胜区城市生态氧吧创建项目
100.00 100.00

通过开展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城市生态氧吧创建项目，成功

创建白云山城市生态氧吧，获得广东省气象学会颁授“白

云山•城市生态氧吧”匾牌，完成至少连续一年负氧离子、

气象数据等相关生态数据监测，提升白云山生态科学监测

、科普宣传能力。

1、产出指标：景区负氧离子、气象数据等相关生态数据监

测时效性，年度指标值：至少每半小时输出一次。2、产出

指标：在媒体发布服务产品的次数，年度指标值：1次。3

、产出指标：重大气象环保事故发生次数，年度指标值：0

次。4、效益指标：提升白云山生态科学监测能力，年度指

标值：提升。5、效益指标：提升白云山生态服务科普宣传

能力，年度指标值：提升。6、效益指标：提升白云山生态

环境、气候特征的分析评估，年度指标值：提升。7、满意

度指标：市民游客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广州

市白云山管理局总体规划修编
50.00 50.00

通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广州市白云山总体规划修编，摸清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现状家底，对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的总体

规划进行修编，更好的管控景区建设项目总体规划方向，

对景区建设发展做出具体的安排和规划设计，并为景区的

建筑、园林和市政工程设计提供依据，从而满足游客游赏

需求。

1、产出指标：服务质量合格率，年度指标值：≥90%。2、

效益指标：阶段性成果综合利用率，年度指标值：≥90%。

3、效益指标：摸清xx现状（是/否），年度指标值：是。4

、效益指标：总体规划时效性，年度指标值：10年。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白

云山管理局2022-2023年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项目(2023)

200.00 200.00

通过开展该项目，确保景区各信息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并记录各类业务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信息系统的软硬件

保养、维护，提高各业务系统的性能，保证各业务系统数

据的完整安全性，保障整个景区各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让游客和市民不间断的使用景区提供的一系列便捷信息服

务。

1、产出指标：工程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2、产出

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90%。3、产出指

标：项目按时完成率，年度指标值：≥90%。4、效益指

标：设备在线率，年度指标值：≥90%。5、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

    广州花园（花桥片区及

前置区）
64.00 64.00

通过开展地下管线测量，充分摸查建设范围内存在的现有

管线，形成系统的成果报告，同时开展方案设计工作，提

交设计成果供上级部门决策。

1、产出指标：项目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成本控制在概

算内。。2、产出指标：支付工程款金额，年度指标值：按

合同比例支付完成。。3、产出指标：工程完成率，年度指

标值：100%。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年

度指标值：≥90%。

    白云山能仁寺改建工程 24.00 24.00

通过开展白云山能仁寺改建工程，完善能仁寺宗教服务功

能及配套设施，达到充实白云山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

促进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

1、产出指标：项目成本控制，年度指标值：控制在概算内

。。2、产出指标：支付工程款金额，年度指标值：按合同

比例支付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