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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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项目工程 （尾款）

主管部门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王旖佳 联系人 张罗成 联系电话 2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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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60
2022年项目预算
安排金额（元）

570060
2021年度项目预算

金额（元）
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600000
2020年项目实际
使用资金（元）

5858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

金（元）
1420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作为我市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所 ，同时承担珠海环保产业园生物质热电项目产生的飞
灰填埋职能，其库容即将饱和，为缓解近期垃圾填埋压力，市政府决定实施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
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工程，提升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库容 。

立项依据
根据《研究西坑尾垃圾填埋场垃圾处理工作会议纪要 》（〔2019〕250号）会议精神，西坑尾垃圾填埋场
扩容区渗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项目工程由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实施 ，珠海水控集团代建。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对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 1＃坝位置的一体化站进行加高处理工程 ，工作内容包括扩容区1＃坝2座
-体化泵站(渗滤液泵站、地下水泵站)玻璃钢井简的加高加固、一体化泵站地基处理、一体化泵站外侧防
渗等，进一步扩大填埋场库容，满足我市垃圾焚烧飞灰填埋需求。

项目总目标

为了实现珠海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满足当时垃圾填埋需求，2019年10月市政府会议同意启动西坑尾
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工程 。预计对位于扩容区1＃坝位置的一体化站进行加高处理
的工作，工作内容包括扩容区1＃坝2座-体化泵站(渗滤液泵站、地下水泵站)玻璃钢井简的加高加固、一
体化泵站地基处理、一体化泵站外侧防渗等，预计达到进一步扩大填埋场库容的目标 。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泵站井筒安装固定，调试电力设施，确保正常抽取地下水，移交管理单位投入运行使用。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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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提
升泵站升高改造项目工程（尾款）

570060 570060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
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项目工程井筒
安装及相关费用

570060 570060 57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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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泵站升高改造数
（个）

=1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地下水泵站升高改造数
（个）

=1

质量指标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西坑尾垃圾填埋场扩容区渗滤液提升泵站升高改造

项目工程预计完成进度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实施后，以最经济方式扩大填埋场库容的节约

情况

项目不需要扩大现有填埋场的占地面积 ，仅在原扩
容区加高填埋，扩大填埋场库容，满足垃圾无害化

处理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因在其他区域选择新填埋区域产生的负面影响
项目实施后能进一步扩大现有填埋场库容 ，满足我
市未来两年内垃圾焚烧飞灰填埋需求 ，避免在其他

区域新建填埋场的负面影响和维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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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平台采购项目

主管部门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林泓铠 联系人 翟晓婷 联系电话 326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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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3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10373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14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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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2015〕5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央提出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工作要
求，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构建珠海市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平台 ，实现房屋现状一张图管理，涵
盖规划建设、交易权属、使用维护、拆迁灭失等从“生”到“灭”的业务信息，制定档案数据、属性数据等统
一规范体系，形成图、属、档一体化的数字房屋数据中心 ，实现房屋管理业务领域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实现“数据慧治、服务惠民”的建设愿景。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国发〔2015〕49号）《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 
（国发〔2015〕5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中发〔2016〕6号 )《广东省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粤府办〔2016〕29号）关于印发《珠海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的通知》(珠建房〔2020〕1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建设将房屋地理位置 、属性、图形和房屋产权人等分散在各部门的房屋信息进行串联和整合共享 ，消除
“业务孤岛”和“信息孤岛”，从而实现房屋从规划、建设、管理和灭失注销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网格化管
理，逐步形成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项目建设确有必要。

项目总目标

根据《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2015〕5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央提出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工作要
求，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构建珠海市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平台 ，实现房屋现状一张图管理，涵
盖规划建设、交易权属、使用维护、拆迁灭失等从“生”到“灭”的业务信息，制定档案数据、属性数据等统
一规范体系，形成图、属、档一体化的数字房屋数据中心 ，实现房屋管理业务领域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实现“数据慧治、服务惠民”的建设愿景。

年度绩效目标

实现房屋现状一张图管理，涵盖规划建设、交易权属、使用维护、拆迁灭失等从“生”到“灭”的业务信息，
制定档案数据、属性数据等统一规范体系，形成图、属、档一体化的数字房屋数据中心 ，通过数字房屋数据中
心，建立大数据综合分析应用，全面掌握全市房屋综合信息、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变化趋势等动态变化情
况，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为建设“智慧珠海”奠定基础。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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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平
台

1037300 1037300

    珠海市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监
管平台（第二笔款）

1037300 1037300 103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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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购）应用系统数量 =1套

质量指标 新建（购）应用系统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预计完成进度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系统信息数据分散问题
整合房地产相关信息数据，实现资源共享，方便群众办事，较少

跑动次数。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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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

主管部门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黄冠军 联系人 黄嘉骏 联系电话 1772208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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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2022年项目预算安

排金额（元）
100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
额（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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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规划旨在总结十三五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情况基础上，分析当前发展的问题和趋势，确定“十四五”期间全市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为“十四五”期间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指引。

立项依据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提出到“2030年城市建
成区80%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建设
源头减排、蓄排结合、排涝除险、超标应急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推动城市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随后2021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1〕11号），要求将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
根据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要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韧性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是国家在“十四五”期间推进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城市发展思路和方式，需延续“十
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十四五”规划紧密承接。受制于规划重点和规划深度限制，加上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
海绵城市建设系统化治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有序、有效、快速推进珠海市“十四五”海绵城市建设实施，需要制
定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具体指导全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总目标

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精神，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有序、有效、快速推
进珠海市“十四五”海绵城市建设实施，适应城市新发展，需要制定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具体指导
全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预计开展《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规划旨在总结分析“十三五
”期间全市海绵城市建设情况、存在问题及面临形势基础上，提出“十四五”期间全市海绵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建设
目标；梳理出全市“十四五”海绵城市建设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并对2030年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提出相应的
建设管控要求，确保保质保量保时实现建设目标要求。

年度绩效目标

按时按质完成《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规划说明书、文本和图集）编制工作，内容包括：“十三
五”工作回顾和面临形势、“十四五”总体要求及建设目标、主要任务、投资规模、提出“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作
、长效机制建设，完成后为“十四五”期间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指引，确保按照50%的城市建成区达到
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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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
划

1000000 1000000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
五”规划》编制费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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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说明书（份） =1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文本（份） =1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图集（份） =1

质量指标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成果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十四五”规划》预计完成的进度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设施规模过大、投资浪费的情况 减少

社会效益指标 总结政策措施和建议

摸清珠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概况，查找出存在问题及根源，
提出珠海市“十四五”期间全域推进的常态化、持续化机
制建设要求，总结现有经验，有针对性提出促进我市海绵

城市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建议。

生态效益指标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减少

入厂水质浓度和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提高

对城市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循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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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

主管部门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项斌 联系人 张勇 联系电话 1392805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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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00
2022年项目预
算安排金额
（元）

920000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920000

2020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元） 920000
2020年项目实
际使用资金
（元）

920000
2020年项目结余资金

（元）
0

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项目（以下简称“监测平台”）作为珠海市第一批智慧城市项目之
一，由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导，主要是建设一个全市联网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
台，对重点建筑能耗进行实时采集、监测，对能耗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实现建筑用能系统的动态管理。监测
平台是珠海市建筑节能减排、绿色低碳行动的集中体现，也是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建筑节能领域中服务、管
理、统计、分析、决策、节能检查的重要工具。本项目业主单位是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单位是广东城智
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开发单位为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和珠海
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测试为珠海南方软件网络评测中心。监测平台项目总投资额2969万元，包括项目监
理及第三方测评费用31万、建设费用（设计、平台软件、基础软件、楼宇采集等硬件设备、系统集成、造价、税金
、建设单位管理费、规范编制等）1429.6万、5年运维费用867万、6年运营费用641.4万，其中运维和运营费用列入
每年预算按年度列支。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建成，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了由市信息化办公室组织的竣工验收后正
式进入运维运营阶段。建设的内容包括建设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系统、25栋公共建筑能耗采集设备的安装、建
设位于珠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的大屏系统展示系统、编制市机关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管技术规范等。平台
系统包括能耗在线监测系统、节能信息管理系统、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信息管理系统、建筑能耗数据开发应用系统
。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实现在获取大量监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数据分析和利用，开展建筑节能宏观形势分
析、节能目标评价，提高能效测评、用能标准管理、能耗统计、能源审计等节能工作的成效，提升珠海市建筑节能
运行管理水平，促进建筑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目前“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已获准国家住房
城乡建设部2018年科学技术项目计划——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信息化示范工程)。为保证顺利开展监测平台运维运营
工作，因此，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立了此项目。2、项目内容：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运维运营工作
。3、项目范围：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项目（一期）。4、组织架构：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科技设
计科统筹安排，广东城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开展监测平台

立项依据

1、《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科〔2007〕245号）；2、《国务
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3、《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财建〔2011〕207 号）；4、《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工作的通知》（建办科2013-5）；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2017年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公示、能源审
计和监测平台建设工作通知（粤建科函﹝2017﹞659号）；6、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下达《珠海市建筑
能耗监测平台建设任务书》的通知；7、关于审核《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项目购买服务方案》的复函（珠
财函〔2016〕1611号）；8、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全市智慧城市专营项目购买服务采购方式的通知（珠
府办函〔2016〕102号）；9、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项目服务采购合同；10、关于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
平台的验收意见（珠信审函〔2017〕232号）；11、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2018年运维运营绩效考核意见；
12、2019年度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运维运营服务考核专家意见；13、2020年度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
台运维运营服务考核专家意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对全市公共建筑能耗运行的数据和动态情况
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对建筑能耗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建筑全生命周期能耗数据的分析，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新建建
筑节能设计提供基础依据，为下一步逐步研究探索建立各类公共建筑能耗对标、限额管理制度，加快研究制定公共
建筑超限额用能（用电）惩罚性电价政策，形成有效推动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机制和探索开展公共建筑碳排放交
易或节能量交易，对超碳排放总量配额或超能耗限额的公共建筑，采取强制节能改造、购买碳排放配额或节能量的
方式实现节能目标打下基础。

项目总目标

为了完善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项目，预计开展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维修(护)费的资金补贴工作，
工作内容包括保证项目运营维护中平台系统的正常运行，降低平台系统运行管理成本，预计达到提高平台服务水
平，达到保证能耗监测平台数据安全可靠及数据实时采集过程中准确性的目的；在获取大量监测数据的基础上，进
行深度数据分析和利用，开展建筑节能宏观形式分析、节能目标评价，为政府主管部门提高能效测评、用能标准管
理、能耗统计、能源审计等节能工作的成效打好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运维方面：1.做好运维工作，保证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系统正常运行，降低平台系统运行管理成本，提高
节能能耗监测平台的服务水平；2.完成能耗监测平台软件系统运维服务，保证平台软件系统稳定运行；3.完成标的
建筑能耗采集设备运维服务，保证能耗采集设备正常运行。运营方面：1.做好运营工作，保证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
监测平台数据安全可靠，保持平台可持续运营。在获取大量监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数据分析和利用，开展建
筑节能宏观形式分析、节能目标评价，为政府主管部门提高能效测评、用能标准管理、能耗统计、能源审计等节能
工作的成效打好基础；2.做好与相关各级平台数据传输对接管理工作，增加采集能耗数据样本量，为能耗数据深入
分析打下基础；3.保证数据质量，每周提供监测能耗采集和网络传输设备工作状态周报，每月提供能耗监测数据维
护报告，每季度提供现状分析报告；4.完成年度本市民用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信
息、合同能源管理信息、节能备案和绿色建筑与低碳实践、建筑能耗全生命周期等数据录入、分析并出具分析报
告，为政府主管部门了解珠海市建筑用能情况提供依据；5.分行业、分领域对建筑能耗进行综合评价、对标分析，
发布年度能耗定额分析报告，编写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度用能状况分析报告，为政府主管部门
节能政策制定提供依据；6.配合主管部门完善有关建筑能耗监测管理办法、管理制度、细则以及推广建筑节能有关
技术和政策。

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原合同约定年度运营运维费为280.3万元，实际按照上年批复预算92万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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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建筑节能能耗监测平台2022
年度运营运维费

920000 920000

    运营服务费 350000 350000 350000 1



    运维服务费 570000 570000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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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耗数据分析完成率（%） 100%

能耗数据产出完成率（%） 100%

硬件维护完成率（%） 100%

软件维护完成率（%） 100%

数据录入完成率（%） =100%

节能推广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9.9%

采集设备可靠性保证率（%） ≥99%

运维运营服务考核评分 ≥91

软件平台可靠性保证率（%） ≥99.9%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系统运行维护及时率（%） =100%

系统故障修复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数据积累，实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和能效管理，
降低能耗

推进

加强楼宇能效日常分级分类和智能化管理 加强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可再生能耗利用，推动零碳建筑发展 促进

完善节能管理体系，培育和规范建筑节能服务体
系

完善

生态效益指标

推进绿色发展、崇尚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推进

生活、学习、工作、居住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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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及空置房物业费

主管部门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否

项目负责人 韦仲业 联系人 鲍生旺 联系电话 0756-326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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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4.54
2022年项目预算安

排金额（元）
1061024.54

2021年度项目预算金额
（元）

1178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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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中心与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珠海优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利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珠海市配件公共租赁
住房和人才住房监管协议书》，我中心将在2022年接收2个配建住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437平方米）。根据《珠海市物业专项维修
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 业主应当按照其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另外，在接收我市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
房后，尚未配租、配售期间，还须缴纳相关空置房物业费 。

立项依据
按照我中心与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珠海优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利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珠海市配件公共租赁
住房和人才住房监管协议书》，我中心将在2022年接收2个配建住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437平方米）。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珠海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珠海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第六条“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有两个以上业主
的，应当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第七条“业主应当按照其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我中心作为市本级配建
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产权单位 ，应当依法足额缴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        根据《珠海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 》第六十九条
第二款“业主空置物业的，应当全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我中心持有市本级配件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产权 ，配建住房在配租、
配售前，作为业主单位，我中心应当依法全额缴纳空置物业服务费 。

项目总目标

为了落实“珠海英才计划”，将实施人才安居工程作为构建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体系，通过整合现有人才住房
资源妥善解决各类人才安居需求 ，2022年我中心将接收我市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两个项目 （优特·桂语香山4741.99㎡，利
腾金力湾3694.91㎡），共计119套房屋，面向社会提供给符合资格条件的住房困难人群和人才配租配售 。人才住房主要提供给符合 “
珠海英才计划”类别的人才、港澳优秀人才以及其他特殊需要的人才 ，人才住房可租、可售，出售的人才住房在一定年限内实行封闭
流转，解决人才安居问题。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职工、专业人才和异地务工人员等对象出租 ，用
于解决上述人员住房困难，实现住有所居。

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整合现有人才住房资源妥善解决各类人才安居需求 ，解决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职工、专业人才和异地务工人员住有
所居，2022年我中心将接收我市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两个项目 （优特·桂语香山4741.99㎡，利腾金力湾3694.91㎡），共计
119套房屋，面向社会提供给符合资格条件的住房困难人群和人才配租配售 。工作内容包括预计开展配建住房房产证办证 、税费缴纳
等相关接收工作，办理涉及119套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存 、空置房物业费以及房产证办证涉税的缴纳
。人才住房面向社会提供给符合资格条件的人才配租配售 ，出售的人才住房在一定年限内实行封闭流转 ，解决人才安居问题。公共租
赁住房主要面向本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职工、专业人才和异地务工人员等对象出租 ，用于解决上述人员住房困难 ，实现住
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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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专项维修基金及空置物业管理
费

1061024.54 1061024.54

    空置物业管理费 301703.54 301703.54 35.76 8436.9

    物业专项维修基金 759321 759321 90 8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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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房屋及附属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

米）及分配数量
=8437，119

质量指标 房屋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符合“珠海英才计划”类别的人才及特殊需要的人才 ，公共租

赁住房六类人员配租
按申请时间先后依次分配

成本指标 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物业管理费 =301703.56元/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住房维修资金覆盖率（%） =100%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保障受益率 >90%

生态效益指标 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价格租金标准制定及时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对城市发展作用性 提高城市竞争力，助力城市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与社会公众满意度 （%）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