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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沙湖公园位于武汉中央文化区，环沙湖而建，面积约 100

公顷，是武汉市中心城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分为琴园（A

区）、祥园（B区）、翰园（C 区）、鹭园（D区）、畅园

（E区）五个功能区，覆盖徐家棚、水果湖、积玉桥三个街

道，1公里范围内有 22个社区近 30万居民。

沙湖公园围绕游客需求，不断完善公园养护市场化运

作，创新服务，不断提升公园窗口形象，努力营造舒适安全

宜人的游园环境，积极打造集环境保护、绿地管理、科普宣

传、文化活动、游憩娱乐和社区发展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

化城市公园。坚持以公益性服务为中心，营造安全宜人的游

园环境，积极发挥园林科普教育职能，不断拓展延伸公园服

务内涵，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便民、更贴心的服务，不断

增强游客游园体验感、获得感。

2、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2）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沙湖公园五个区的物业管理（保卫+

保洁+游客服务）及园林养护服务、园区公共区域用水电、

公园设施维护、文明创建、特色服务及特色花展等。具体包

括：



①公园五个区物业（保卫+保洁+游客服务）及园林养护

管理；

②举办沙湖公园特色花展；

③主办或协办开展各类市民文化活动；

④公园节日上花；

⑤公园五个区域水电费；

⑥公园设施设备维修；

⑦公园安全生产及应急措施；

⑧公园文明创建及便民服务。

（3）项目完成概况

2020 年以来，在市局的正确领导下，沙湖公园始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持续巩固和发展园林和林业建设成果，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变”应“变”，完成各项指标要

求，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回应市民群众的新期待，公园发

展呈现新亮点。

1、科学落实防疫各项工作。做到全园区零感染，全员

应下尽下，用心用情服务丁字桥社区群众 660 余人次，收到

社区送来的各类奖彰、感谢信 11 封，锦旗一面，单位职工

胡榕获得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2、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2020 年开始探索“党建强园、

依法治园、服务暖园、环境丽园、文化兴园”五园一体发展

新模式，将绩效目标与五园建设任务细化到部门，分解到月，

园综合管理考核连续两个季度排名第一，年度排名第二，管



理效率提升明显。

3、科普教育亮点逐步展现。作为湖北省唯一一家单位

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第五批自然学校能力建设项

目试点单位。

4、党建工作持续深入。制定《党员积分管理办法》，

采用积分驱动模式，调动党员在各领域工作积极性，激发队

伍活力。提交学习心得篇数上升 400%，报送工作信息量上升

200%，支部活动参与率达到 100%。

5、养护新理念开启新实践。探索低成本投入、发挥自

然之力的养护理念，成为首批公园生态养护观察示范区，园

林废弃物土壤改良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

6、公众参与模式再升级。走进社区开展游客需求调查，

征求公众评价；达成合作的公益组织数量翻番。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2020 年沙湖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经费项目总绩效

目标为：保持公园环境整洁、园内秩序井然，提升市民游园

体验；提高公园园林养护精细化管理水平，营造公园特色景

观及发挥公园“城市绿肺”功能；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

育、宣传、文化活动，丰富市民娱乐生活；拓展延伸便民服

务项目，提升公园服务品质。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市民获得

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公园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获得

社会各界、众多媒体和广大游客的高度赞誉。

1、产出目标

（1）数量指标



①公园维护管理面积覆盖率 100%。

②主办、协办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00场次。

③全年不间断提供免费便民服务≥17项。

④荷花展活动 1次。

⑤菊花展活动 1次

（2）质量指标

①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零事故。

②物业绿化养护考核问题整改率 100%。

③公园设施完好率≥98%。

（3）时效指标

①投诉建议回复响应时间：24小时内。

②计划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4）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100%

2、效果目标

（1）社会效益指标

全年游客接待量 380万人次。

（2）环境效益指标

是否对公园环境质量改善有积极影响：是。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①市长热线、城市留言板、园林 110等各类投诉件及时

办理，回复率 100%，满意率≥95%。

②双评议满意率≥99%。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1）项目基础资料情况

沙湖公园 2020 年项目资料齐备，满足管理目标要求。

预算资料包括费用测算、预算申报、项目绩效一项一表、预

算编制说明、预算审批、决算资料等；项目采购过程，项目

规模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办理，未达到政

府采购标准的按照公园经费支出内控制度实施。采购过程资

料包括请示、审批、会议记录、招投标、中标通知书、合同

等资料。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及内控制度对供应

商的服务进行全程监督及评定。过程资料包括会议记录、工

作计划、工作总结、考核评价资料、实施方案资料、内控制

度等。

（2）项目质量控制采取的措施

①严格采购程序，优选专业公司

2020 年沙湖公园物业管理服务及园林养护服务项目预

算金额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纳入公园政府采购指标。项目的

内容、要求和标准均经过集体商议、集体决策等程序进行了

充分讨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流程和要求，委托了招标代

理机构实施政府采购，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择优选择了

一批资质好、信誉佳、业绩好、实力突出、有类似工作经验

的服务供应商。

②健全考核机制，加强监督管理

为规范物业公司和园林养护公司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沙湖公园成立了考核小组，进一步修订完善了《物业公司月

度日常考核实施办法》、《沙湖公园保安、保洁物业服务内

容及要求》、《沙湖公园园林养护服务内容及要求》、《沙

湖公园网格化管理实施办法》等制度，明确了考核方式、评

分办法、单项扣罚要求与标准。

该考核体制一是引进了多方力量对物业和园林养护公

司进行综合考评，包括日常考核、科室考核、管理处考核、

市局三方考核。二是细化了考核评分标准。在市局精细化养

护要求的基础上，沙湖公园在评分标准上不断改进和完善，

形成了一套可量化、操作性强、内容细致的评分条例，包含

了物业和绿化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全部问题。三是落实管理奖

罚分明。考核办法中，对物业公司及园林养护公司制定了合

理的奖励和处罚机制。对考核分数不达标或行为触犯考核条

例中扣款规定的给予处罚，对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和个人给予

奖励，激励公司员工更好地完成日常工作。

③增加沟通渠道，提升工作效率

一是创建 QQ 工作群，职工发现问题拍照片上传 QQ 群，

物业公司、养护公司看到问题及时反馈，大大缩短了整改周

期，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周例会制度。各物业及养护公司

经理汇报上周工作总结及下周工作计划，由业务科室根据汇

报及检查提出工作要求，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三

是月例会，要求物业及园林养护公司上报工作总结及工作计

划，并根据各公司工作计划及季节性养护内容制定园林养护

工作指南，指出上期园林养护好的做法和不足，供园林养护



公司之间互相学习和借鉴。

④多措并举，加强技术指导

在业务指导上，我园创新工作方法，一是积极组织干部

职工、养护公司员工进行病虫害防治及植物修剪培训；二是

邀请园博园管理中心专家组到公园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三是

每月制定《沙湖公园园林养护管养指南》，发布病虫害预报

和工作要求，指导监督园林养护公司做好日常工作，将园林

养护做精做细；四是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到人。根据《沙

湖公园网格化管理实施办法》，对全园管理工作划分责任片

区，指定责任人。要求责任人每天巡查，全面负责责任区的

工作落实、业务指导、考核工作。

（3）项目验收情况

沙湖公园在各服务供应商的相互配合与分工协作下，使

公园整体环境良好，园区公共秩序井然；园区植物生长健壮，

景观效果较好，园林养护精细化水平较高。成功举办公园举

办沙湖公园第 37 届金秋菊花展，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

动和科普教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优化投

诉处理流程，引导自纠自查，主动改进服务水平。公园高度

重视投诉回复及协调处理工作，投诉回复率 100.0%，满意率

达 95.0%以上，推动完成 281 项细节整改，推进完成儿童探

险岛、梦想花园基础及娱乐设施提升等诸多项目。达到项目

绩效目标要求，总体评价优。

2、财务管理情况

（1）项目支出预算 2055.47 万元，年中减少预算 100



万元，实际支出 1955.47 万元。

（2）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

（3）资金实际使用方面，做到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支付范围、标准、进度、依据符合规定，与支付要求基本一

致。目前使用资金情况如下：

①公园五个区域保安保洁服务费 1124.65 万元；

②公园五个区域园林养护服务费 473.14 万元；

③公园五个区域维护水电费 28.72 万元；

④公园维护劳务费 154.05 万元；

⑤公园文化活动及宣传 16.28 万元；

⑥公园安全生产及应急措施 10.15 万元；

⑦公园文明创建及贴心便民服务 24.20 万元；

⑧公园日常维修 123.48 万元。

⑨公园荷花生产 0.80 万元。

合计支出金额 1955.47 万元，资金支付率 100%。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①物业管理及园林养护管养范围严格按合同范围执行，

公园A、B、C、D、E区管养面积总计 100.94 公顷,公园维护

管理面积全覆盖，达到 100.0%。

②2020 年我园建立以自然科普教育为核心，由公园大课

堂、植物医生、研学活动、梦想农场、自然导师课五大板块

构建起沙湖公园科普体系。通过线上直播、社群互动与线下



体验等形式，主办协办各类文化活动 68 场次。受疫情影响

及防疫工作要求，2020 年 2-6 月未开展文化活动，工作重心

转为疫情防控工作得力，全年园区无疫情发生。

③2020 年公园公示便民服务事项，提供便民服务 17 项。

④根据防疫工作要求取消 6 月荷花展，财政收回荷花展

专项经费 100 万。

⑤武汉市第 37 届金秋菊花展在沙湖公园开幕，本次菊

花展主题为“竹卷菊韵”、“鹧鸪闻笛”、“鹧鸪飞”。

（2）质量指标

①2020 年沙湖公园制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

进计划》，更新安全领导小组，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组织开

展应急疏散、应急救援、消防、反恐防爆、水电安全、消防

安全等多种形式的安全培训、实训演练，全年安全事故零发

生。

②通过建立“管理处－部门－外包单位”三级考核制度，

层层压实责任，确保物业绿化养护考核问题整改率 100%，2

020 年我园三方考核成绩排名靠前。

③优化投诉处理流程，引导自纠自查，主动改进服务水

平，通过自查、投诉、建议等形式推动完成 281 项细节整改，

推进完成儿童探险岛、梦想花园基础及娱乐设施提升等诸多

项目，公园设施完好率达到 98%以上。

（3）时效指标

①优化投诉处理流程，专人处理投诉问题，有效确保 2

4 小时回复相应投诉建议。



②合理安排劳力和设备的投入，精心组织，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基本完成“沙湖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经费项

目”绩效任务。

（4）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2、效果目标

（1）社会效益指标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2020 年 2 月至 4 月封园，工作

重点转为疫情防控工作，下半年公园游客量逐步恢复，全年

游客接待量约 200 万人次。

（2）环境效益指标

园内环境卫生良好，设施清洁，垃圾桶无垃圾外溢，无

乱搭乱盖；植物生长健壮，无死树，无病虫害；植物树形美

观、分枝合理；花坛、色带边缘整理无杂草。对改善公园环

境质量有积极影响。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①公园高度重视投诉回复及协调处理工作，投诉回复率

100.0%，满意率达 95.0%以上。

②根据双评议通报，沙湖公园双评议满意率为 99.97%。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1、综合评价结论

2020 年度沙湖公园运行维护及文化建设经费项目，从总

体上看，项目规划设计和预算编制合理；项目管理机构健全，



规章制度完善；项目资金严格执行《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经

费使用及资金结算管理办法（试行）》；项目设计目标实现

较为理想，达到预期目的。通过物业管理、园林养护管理、

文明创建、文化活动及花展项目建设，公园环境整洁、园内

秩序井然、园林养护管理水平提高。

2、综合评分结果

通过对项目的现场查勘、询问、抽查、复核，对掌握的

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和评价，按照评价标准

确定了绩效自评分值为 92 分。

（二）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1、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积极组织力量制定、修改及完善绩效

评价实施方案。公园通过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对公园的重

大项目的实施进行全过程的指导、监督和把关。

（2）精心组织、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绩效评价工作

取得预期效果。2020 年通过网格化管理，划分责任区，指定

网格责任人，增加巡查频率，加大了对外包服务工作的检查、

监督、考核力度。

（3）资金拨付手续齐全，资金使用支出合规，财政资

金高效、安全运行。修订完善了公园经费支出管理办法合同

管理办法、采购管理办法等内容制度，进一步规范经费支出

管理程序。

（4）监督管理比较规范，检查考核比较到位。2020 年

度进一步修改完善了物业外包服务的考核机制，结合上级部



门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将三方考核的标准融入外包服务的工

作要求和标准，公园管养水平进一步提升。

2、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未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年度绩效

目标中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

（2）管理维护经费不足。沙湖公园开放以来，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五个区域陆续建成，公园配套

设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植物配置也需调整，存在维修资金

和植物养护资金短缺问题。

（3）公园管理有待加强。一是公园绩效管理考评办法

还不够科学完善，存在流程操作不畅、分值设置不合理、与

上级考核周期错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修订调整；二是园林

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外包公司的园林养护水平专业化程度有

待提升。

3、建议和改进措施

（1）根据项目的工作特点、要求和目标，制定项目中

长期实施规划，增加年度绩效目标中细化、量化的指标，确

保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科学合理，考核工作操作性强，考核结

果更合理。

（2）受疫情影响及防疫工作要求，2020 年度文化活动

及游客数量减少。下一步改进措施：继续落实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提升服务品质，做好游客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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