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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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 项目年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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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4.16 0.00 7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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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4.16 7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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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4.16 

公共视频共享平台 2943.9 

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地理信息 113.7 

立体防控云防系统 109.72 

三维视频融合应用系统 63 

视频监控联网应用系统 235.2 

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运维 202.5 

姑苏区 2018年新建 500路人像系统租赁费 100 

姑苏区 2017 年新建、改建前端设备租赁费 1878.12 

视频专网扩容 250 

市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扩容 278.02 

安全管理服务扩容 100 

视频大数据实战服务中心建设及配套软件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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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性 
规范 2 规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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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完成率 =100% 1.2 =100% 1.2 

设备仪器完

好率 
=95% 1.2 =95% 1.2 

新增监控点 =500 1.2 =500 1.2 

项目整体验

收合格率 
=100% 1.2 =100% 1.2 

项目技术性

能 
达标 1.2 达标 1.2 

市级与县级

视频专网万

兆带宽达标

率 

达标 1.2 达标 1.2 

视频监控高

清化率 
=100% 1.2 =100% 1.2 



视频监控应

用系统上云

率 

=100% 1.2 =100% 1.2 

公共视频共

享平台项目

完成率 

=95% 1.2 =95% 1.2 

公共安全视

频共享平台

地理信息项

目完成率 

=90% 1.2 =90% 1.2 

立体防控云

防系统项目

完成率 

=95% 1.2 =95% 1.2 

三维视频融

合应用系统

项目完成率 

=90% 1.2 =90% 1.2 

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系统

项目完成率 

=90% 1.2 =90% 1.2 

公共安全视

频共享平台

运维项目完

成率 

=90% 1.2 =90% 1.2 

姑苏区 2018

年新建 500路

人像系统租

赁项目完成

率 

=25% 1.2 =25% 1.2 

姑苏区 2017

年新建、改建

前端设备租

赁费项目完

成率 

=63% 1.2 =63% 1.2 

视频专网扩

容项目完成

率 

=50% 1.2 =50% 1.2 

市公共安全

视频共享平

台扩容项目

完成率 

=50% 1.2 =50% 1.2 

安全管理服

务扩容项目

完成率 

=50% 1.2 =50% 1.2 



视频大数据

实战服务中

心建设及配

套软件项目

完成率 

=50% 1.2 =50% 1.2 

结果目标

（22 分） 

与上年相比

治安监控预

防案、事件发

生数 

≥6.5% 3.14 =6.8% 3.14 

通过治安监

控协助刑破

获案件率 

≥55% 3.14 =66% 3.14 

姑苏区平方

公里治安监

控覆盖数 

≥32 个 3.14 =39 个 3.14 

一类视频监

控点联网率 
=100% 3.14 =100% 3.14 

二类视频监

控点联网率 
≥80% 3.14 =86% 3.14 

三类视频监

控点中居民

小区联网率 

≥30% 3.14 =41% 3.14 

政府部门共

享公共安全

视频图像数

据资源数量 

≥6 家 3.16 =6 家 3.16 

影响力目

标（8 分） 

设备在用率 =100% 4 =100% 4 

资料保存时

间达标率 
=100% 4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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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在市局已建基于视频专网和互联网的社会面监控联网系统，进

一步整合政府部门、社会单位和居民小区监控资源，服务于政府各部

门和普通百姓；根据构建立体化、现代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求，

在市区新增道路建设监控点，根据反恐需要，在学校、医院、集贸市

场门口和其他人员聚集地方补密监控点并建设人像卡口，对原有标清

监控进行高清化改造。 

项目总目标 

通过进一步补密治安监控点，综合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GIS）、视频图像等多学科的先进技术，结合目前苏州市公安局科技

信息化建设，全力构建基于视频专网和互联网的苏州市公共安全视频

共享平台，整合政府单位、社会单位及居民小区的监控资源，为各单

位互为所用提供服务，实现以地理信息为建设基础，以视点单位上图、

视频监控查看、监控覆盖率分析为建设方向，达到监控资源共享目的，

以平安苏州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为建设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下发的《关

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苏州市委

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强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的要求，通过继续建设投入，实现“全域高清、全网共

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苏州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能力，在加

强治安防控、优化交通出行，服务城市管理、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 



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 2018 年总投资预算 7124.16 万元，根据建设内容划分为 12 个子

项目开展建设。分别为公共视频共享平台 2943.90 万元、公共安全视

频共享平台地理信息 113.70 万元、立体防控云防系统 109.72 万元、

三维视频融合应用系统 63 万元、视频监控联网应用系统 235.20 万元、

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运维 202.50 万元、姑苏区 2018 年新建 500 路

人像系统租赁费 100 万元、姑苏区 2017 年新建、改建前端设备租赁

费 1878.12 万元、 

视频专网扩容 250 万元、市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扩容 278.02 万元、

安全管理服务扩容 100 万元、视频大数据实战服务中心建设及配套软

件 850 万元。 

（1）公共视频共享平台。在一期建设基础上，紧密围绕苏州市公共

安全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需求，以“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

可用、全程可控”为目标，加大社会视频监控资源的整合力度，扩大

应用群体，促进人脸、车辆、多维等深度应用，凸显视频系统服务实

战的作用。重点构建视频图像信息数据湖和“开放、集约、安全、规

范”的视频云服务，进一步完善“全天候、全方位、全高清、全智能、

多维可视”的城市智慧视频中枢，使之成为苏州“城市大脑”重要的

视觉感知层，支撑苏州市治安防控、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等活动，有

效提升公共安全服务效能，为平安苏州保驾护航。 

（2）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地理信息。针对苏州市公共安全视频共

享平台地理数据库建立统一的基础数据标准及专业地理数据标准，并

在此基础上对苏州市基础地理数据库及专题地理数据库进行更新维

护，同时建设苏州公共安全视频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做到一级部署，

多级应用。由苏州市为全市提供统一的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地图服

务，各使用单位在建设自己的业务系统时，调用市局提供的统一地图

服务。 

（3）立体防控云防系统。通过制高点防控单元的鸟瞰视角掌握监控

区域整体情况，通过调用低点摄像机从不同角度查看监控区域细节，

改善监控体验、指挥效率。系统可与公安已建信息系统进行对接，指

挥人员不再需要单独到每个系统上查看相关信息，所有重要信息都能

在当前全局监控画面直观展示，形成纵览全局和掌控细节的全方位立

体化综合防控系统。 

（4）三维视频融合应用系统建设项目主要为三维模型数据的建设，

包括苏州火车站采集及加工生产；数据库设计；三维软件平台建设；

视频融合应用系统建设。系统用于将城市实时、历史、动态视频监控

数据融合到大场景三维模型中，并且与三维场景进行无缝融合，解决

了监控视频点位单一分散、不够连贯、缺乏时空连续等图侦难题。目

前已实现三维苏州空间的漫游、视频融合、历史事件回溯、对象追踪、

设备巡检等功能。 

（5）视频监控联网应用系统。建设视频监控联网应用软件系统，通

过视频云服务提供视频实时调取查看、前端管理、视频回放等实用功

能，满足多用户、多层级日常使用的技术性能要求。 

（6）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运维。针对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的高

可靠性要求，对平台开展 7╳24 小时即时响应的运维服务，以保证其



安全稳定运行，并及时响应处理平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7）姑苏区 2018 年新建 500 路人像系统租赁费。已租赁的形式在姑

苏区反恐重点地区、学校、医院、大型商业等重点公共区域增加人像

识别前端布点 500 路，有效提升了智能前端覆盖率，通过动态比对预

警抓获大量嫌疑人。 

（8）姑苏区 2017 年新建、改建前端设备租赁费。2017 年新建、改建

的高清摄像头采取租赁形式开展，合同期限 3 年，按年度支付租赁费

用，此项目为 2018 年应支付的租赁费用。 

（9）视频专网扩容。按照上级有关视频图像存储时间及并发应用的

需求，随着前端数量增加，对视频专网存储、计算能力开展扩容升级。 

（10）市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扩容。对公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云平

台算力及交换机扩容。 

（11）安全管理服务扩容。对视频专网安全管理设备扩容升级，增强

漏洞扫描、安全运维等能力。 

（12）视频大数据实战服务中心建设及配套软件。配合市局科信部门

常态化实体化视频图像大数据实战服务中心运作机制，开展软硬件建

设，升级车辆大数据平台，建立基于“一人一档”的人员深度轨迹查

询、人像基础库及路人库升级等软件系统，使实战服务中心建设具备

全天候响应的能力。 

项目管理成效 

项目按照计划于 2018 年 2 月份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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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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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支付按照有关规定有序支付。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项目总体上进展顺利，仅一个项目完工时间超出计划。子项目姑苏区

500 路人像系统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开工前未充分考虑地铁施工

时间空间限制对工期产生的影响，造成对施工速度估算过于乐观，导

致最终完工时间晚于预期。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该项目是涉及全市各级、多个部门共同应用的基础性关键项目，在基

层治安管控、案件侦办、便民服务、城市管理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是有关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有效工具。因此，建议在

完善建设的同时，逐步增加运行维护投入，使其长期保持良好运维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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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