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苏州市公共停车数据汇聚平台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公安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363.00 0.00 363.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363.00 279.16 83.84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363 

苏州市公共停车数据汇聚平台 363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资产产权明

确性 
资产明确 1 好 1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1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6 =100% 6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5% 1 

配套设施到

位率 
=100% 1 =100% 1 

实际风险事

件有效控制

率 

=100% 1 =100% 1 

政府采购规 规范 2 规范 2 



范性 

可行研究充

分性 
充分 1 好 1 

工程变更合

规性 
合规 1 好 1 

与预期质量

计划差距定

期检查率 

=100% 1 =100% 1 

业务运维体

系健全性 
健全 1 好 1 

产出目标

（24 分） 

完成停车场

采集数量 
=100 家 8 =100 家 8 

停车场采集

率 
=100% 8 =100% 8 

验收合格率 =100% 8 =100% 8 

结果目标

（22 分） 

居民满意度 ≥90% 5.5 =95% 5.5 

采集停车位 =2000 个 5.5 =2000 个 5.5 

日均采集车

辆 

=50000

辆次 
5.5 

=50000 辆

次 
5.5 

有效采集率 >95% 5.5 =96% 5.5 

影响力目

标（8 分） 

停车数据共

享率 
≥60% 2.67 =100% 2.67 

纳入采集范

围的停车场

重点车辆预

警准确率 

>80% 2.67 =90% 2.67 

停车场静态

停车定位准

确率 

>80% 2.66 =90% 2.6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以“停车”数据为核心，形成全市范围内所有停车场的停车

数据汇聚，构建苏州市停车数据平台，建立汇聚数据标准体系，提供

停车数据云服务。系统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 实现停车场联网信息采集：一期计划从前期调研的姑苏区 1633 家

停车场中选取具有示范效应的 100 家停车场，覆盖商业、住宅、医院、

景点、交通等类型，总车位 44484 个。采集系统以停车场为主要信息

采集场所，通过停车场前端采集系统获取车辆基础信息，利用 WIFI

或 4G 网络，将车辆信息数据包发送至数据云平台。 

2. 数据接入体系建设：指导其他区县公安停车数据采集系统建设。设

定平台接入规范，本平台是一个数据服务云平台，其他区县的数据根

据接入规范将采集的停车数据汇聚到本平台。 

3. 数据存储和服务：停车数据频次高，数据条数多，本平台提供两种

数据存储方案，以便其他系统进行使用。一种基于数据库存储，采用

Oracle 数据库，分区分年度存储停车数据；另一种基于文件存储，使

用 ElasticSearch 作为存储和查询平台，将停车数据全部建立索引，便

于进行快速检索，并提供基于 RESTful web 接口的数据访问方式。数

据服务为本平台及其他部门平台提供查询服务、下载服务和分析服

务。查询服务基于 Webservice 提供，下载服务以 txt 文档方式提供，

分析服务根据提供车牌号进行定位分析。 

4.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实现对数据平台的监控、访问、日志等进行分

析和查看，包括数据 dashboard、停车场信息管理、数据服务管理、

统计分析和系统管理等功能。 

5. 日常检查及运维管理：实现对联网采集系统的日常运行情况及维护

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停车场维护、采集设备监控、运维过程记录、常

见问题分析、远程控制、工作量统计等。包括后台管理系统和运维 APP。 

项目总目标 

采集全区 100 个姑苏区具有代表意义的停车场实时停车数据，建设停

车数据大平台，为区县提供数据接入接口，为其他部门提供数据共享

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1、姑苏区部署 100 个采集点，实时上传停车数据，并对数据传输稳

定性进行动态实时监控； 

2、为各区县上传数据提供服务接口，实现全市停车数据汇聚 

3、在车辆停车信息的基础上完成包括车辆稽查、违法车辆、违法驾

驶员甄别、车辆轨迹、快速找车等一系列服务于公共治安的业务行为，

为打造平安城市服务； 

4、数据共享服务：停车大数据可以通过数据服务的方式提供给政府

其他部门或应用使用，实现数据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于 9 月 9 日开始启动建设，

10 月 18 日已完成项目汇聚平台子系统、运维管理系统、数据接口、

数据存储及服务内容的开发，并上线使用。 

本项目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完成姑苏区 100 联网停车场终端部署及数

据上传并进入平台试运行，试运行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3 日至 2020 年

5 月 3 日。项目建设过程由江苏易通信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负责



全程监督监理，试运行前期经监理方的测试所产生的问题已经全部修

复。 

项目管理成效 

为建设本项目，前期需要投入对停车场进行调研、软件开发、采集设

备安装、数据存储等软硬件系统。系统建成后，将建立姑苏区停车大

数据，数据也是一种资产，在此资产上可以建设以停车为核心的数据

应用，提升全市的车辆管理水平，丰富车辆的数据类型，为公安业务

及其他社会服务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停车数据将成为政府数据重要的一部

分，特别是公安业务，近年来发生的车辆案件越来越多，实践表明，

有效的停车数据及车辆轨迹对破案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公安通过路

面监控和卡口抓拍积累了大量的机动车动态活动数据，而在停车场静

态数据获取方面还是空白。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以下社会效益： 

将形成路面车辆动态数据和停车场停车静态数据的有效结合，形成完

整的车辆运动轨迹，并进行有效的车辆行为分析，对稳定社会治安和

缩短破案时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利用本项目的停车大数据，其他政务应用也可以通过接口使用，对提

高停车场利用率及提升周边交通状况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本项目建设目的是联网姑苏区首批 100家停车场数据，同时汇聚各市、

区公安停车资源，形成全市停车数据汇聚平台。目前实现接入的仅有

苏州高新区分局和姑苏分局停车场，其他市、区局停车数据尚未实现

接入。 

后期将加强和各市、区公安的协调沟通，进一步推进全市停车数据资

源汇聚，实现本项目建设目标。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目前项目已进入试运行期间，将持续做好数据采集的维护工作，确保

联网停车场的数据全面、准确，保持数据在线率不低于 95%。同时，

为了实现本项目的巨大价值，实现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将积极探

索汇聚的停车场大数据利用范围，发挥项目建设的数据资源最大价

值，让政府的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