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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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城市综合管控系统及智能前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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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00 0.00 2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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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00 2188.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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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 

数据综合实战应用 45 

城市综合管控平台门户应用 72 

城市综合管控平台云存储 475 

通用基础设施（人像比对） 410 

可移动式智能卡口 66.5 

智能感知终端 100 

数据智能解析应用 79.5 

数据融合应用 90 

姑苏区智能化视频图像前端建设 600 

环市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超级卡口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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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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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3 =100% 3 



担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资金节约率 
15%及其

以下 
1 ≤15% 1 

政府采购规范

性 
规范 2 规范 2 

产出目标

（24 分） 

数据融合应用

项目完成率 
=100% 1.85 =100%% 1.85 

数据智能解析

应用项目完成

率 

=100% 1.85 =100%% 1.85 

智能感知终端

项目完成率 
=100% 1.85 =100% 1.85 

新增智能化前

端摄像机 
=600 套 1.85 =600 套 1.85 

新增高速公路

出入口超级卡

口抓拍 

=19 1.85 =19 1.85 

新增可移动智

能卡口 
=10 套 1.85 =10 套 1.85 

新增人像解析

比对设备 
=17 台 1.85 =17 台 1.85 

新增云存储空

间 
=5PB 1.85 =5PB 1.85 

数据综合实战

应用项目完成

率 

=100% 1.85 =100% 1.85 

城市项目完成

率综合管控平

台门户应用项

目完成率 

=100% 1.85 =100% 1.85 

项目整体验收

合格率 
=100% 1.85 =100% 1.85 

监控设备符合

GB/T28181-201 
达标 1.85 好 1.85 

高清视频像素

分辨率达到

1080P 标准 

达标 1.8 好 1.8 



结果目标

（26 分） 

车辆捕获率 ≥90% 2.89 =92% 2.89 

人脸捕获率 ≥70% 2.89 =81% 2.89 

智能化前端设

备提升率 
≥50% 2.89 =65% 2.89 

部署次数 ≥6 次 2.89 =8 次 2.89 

人像比对路数 ≥2700路 2.89 =2812 路 2.89 

结构化数据存

储时长 
≥90 天 2.89 =90 天 2.89 

月均触网抓捕

类预警数 
≥800 次 2.89 =2833 次 2.89 

月均“三逃”、

临控人员抓获

数 

≥100 人 2.89 =675 人 2.89 

人像、车辆前

端设备汇聚率 
=100% 2.88 =100% 2.88 

影响力目

标（6 分） 

实战部门认可

度 
≥95% 1.5 =95% 1.5 

提高重点关注

人员预警率 
≥10% 1.5 =12% 1.5 

共享法院临控

人员预警识别

率 

≥25% 1.5 =72% 1.5 

资源共享整合

度 
=100% 1.5 =1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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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一个城市盾牌综合实战应用，采用公安自建，其他政府部门配合，

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三种建设模式资源，通过人员卡口、车辆卡口以

及其他两种公安专用手段，在全市环市域、重点阵地、公共场所、居

民小区、动态卡口等五道防线，打造智能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前端

感知设备，确保进出苏州的人员、车辆图像及“空中”信息全量掌握。

项目由前端智能化采集终端建设，后端数据解析、数据汇聚、数据融

合、数据综合实战应用、门户展示等部分组成。其中，数据解析应用

包含人脸比对引擎、车辆二次结构化的升级以及前端设备自检测模块

功能的开发，数据综合实战应用包括视频大数据实战模块的升级及人

脸数据市场模块的开发，门户应用包括应用门户和展示门户的部署开

发。整体项目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处牵头负责，交警支队、技侦支

队配合开展相关前端建设、数据汇聚及后台的实战应用工作。  

项目总目标 
全面提升智能化技防系统的覆盖率、建档率、联网率，全面提升人像、

车辆以及其他公安技术等相关业务数据汇聚融合率。  

年度绩效目标 

市区 19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新增超级卡口（900 万像素人、车同拍摄像

机）全覆盖，姑苏区新增 600 路智能化前端摄像机，全市人、车结构

化数据全量汇聚融合。  

项目实施情况 

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局党委领导的指导帮助下，项目按照环市区高

速公路出入口超级卡口、姑苏区智能化视频图像前端建设、智能感知

终端、可移动式智能卡口、通用基础设施（人像比对）、城市综合管

控平台云存储、城市综合管控平台门户应用、数据智能解析应用、数

据融合应用、数据综合实战应用 10 个子项目分工建设。各子项目于

2019 年 2 月份启动，通过方案制定、财政评审、招投标、签订合同和

建设实施、工程监理、试运行等合法合规流程，截止目前，所有子项

目全部完成建设，并通过专家组验收。 

（1）环市区高速公路出入口超级卡口。在环市区 19 个高速公路出入

口上下匝道部署人车同拍超级卡口，共计 76 套。 

（2）姑苏区智能化视频图像前端建设。在姑苏区重点地区区域、重

点场所开展治安监控、动态人像卡口及三维视频融合等技防设施建

设。 

（3）智能感知终端。在环市域高架路重要节点、地铁口等地部署 35

套智能感知终端，采集可用数据。 

（4）可移动式智能卡口。增加 10 台可移动动态人像识别智能卡口，

并包含 3 年 6 次指定地点布控安装及会议期间的运行保障。 

（5）通用基础设施（人像比对）。按照“城市盾牌”人像解析需求，

采购 17 台人像比对通用基础设施，具备 3000 路人脸实时解析能力。 

（6）城市综合管控平台云存储。为全年新建人像车辆识别等智能前

端提供云存储，共计增加存储空间 5PB。 

（7）城市综合管控平台门户应用。城市盾牌应用门户的目标是建立

一套使用方便、统一入口以提高业务效率而构建的常用应用系统无缝

集成的“一站式”应用门户。 

（8）数据智能解析应用。该系统通常部署在高速、地铁站、医院、



居民小区、超市等出入口位置，主动、实时地获得特定区域内的手机

用户活动情况（包括手机 IMSI、IMEI、MAC 信息），车辆车牌及进出

人员人脸信息，从而实现对该区域的车辆、手机用户，人员监控功能，

掌握其活动情况，进行数据挖掘及信息碰撞，实现对特定时间、区域

及目标用户综合查询。 

（9）数据融合应用。打通人、车、手机的数据壁垒，深挖其数据关

联价值，实现车辆、手机、人脸之间的自动融合关联，从“事前、事

中、事后”的时间角度，围绕“预警防控、融合查询、业务联动、服

务实战”的建设需求。 

（10）数据综合实战应用。苏州视频大数据实战共享服务平台是基于

硬件和软件的一整套解决方案，提供系统管理，设备管理，底库管理，

布控管理，预警分发，业务管理，地图管理，运维管理等综合视频图

像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业务功能，多层次部门，多分发机制的

系统应用平台。 

项目管理成效 

3 月份开始各子项目陆续进入项目具体实施阶段，通过召开市-区县两

级建设要求对接会、技术研讨会等形式对各系统的设计细节逐一细化

完善。同时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采用周例会、月例会等方式，抓好工

程进度和质量，协调施工过程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在大数据局、财政、

规划、城管、供电、市政市容及城市照明管理处、园林与绿化、交通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项目建设多方面问题困难，从 8 月份开

始各子项目陆续完工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部子项目均已建成通过

验收。 

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按照市局统一要求，此项目各子项目涉及需安

装调试的硬件设备、软硬件结合集成类、定制软件开发类等类型项目，

资金支付方式为： 

（1）合同签订后付 30%，并提供银行履约保函； 

（2）项目试运行初验，付至 70%； 

（3）项目终验合格，付至 90%，如有审计要求按审计结果付至 90%； 

（4）余款 10%，终验合格满一年后支付。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该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建设成效符合预期，但在项目总体统筹上还存

在对人像前端接入量估算不足，造成后台算力较为进紧张的情况。按

照市局年度任务部署，“城市盾牌”项目计划到年底前实现人像、车

辆前端接入达到“双万路”的规模。因此，在项目设计上，也是按照

这一目标进行。但实际上，6 月底就已实现“双万路”联网目标，8



月底人像、车辆识别前端联网均超过 1.5 万路，对人像解析算力形成

明显压力。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该项目主要目标是实现智能化视频图像前端的全市一体化建设、应用

和运维，从而实现综合效益。建议后续继续加强一体化、通用化、方

便快捷的联网应用运维软硬件建设，进一步强化接入云、“一机一档”、

数据融合、一体化预警等基础支撑系统建设，打造苏州智能警务系统

“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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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