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苏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单位

主要职能

一、对辖区内市政照明设施进行管理。

主要通过对设施用电情况进行管理，确保设施的日常运行。

二、维护城市照明设施。

通过日常巡查、接收社会报修，确保管养范围内各项照明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三、道路、新村及景观照明设施的更新改造。

为排除老旧设施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响应时代发展，建设高效、节能、创新的照明基础设施，我处年

度内按计划对满足更新条件的设施进行改造 。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我处现有党群办公室、综合办公室、市场部、设计室、信息管理科、工程管理科、设施管理科、景观管理科

、灯光监控中心、安全质量科、材料设备科、财务科共12个科室负责单位日常职能履行及业务管理实施 。

同时，设施管理科下辖养护管理一、二、六、七、九所，负责我处管养范围内道路照明设施的现场管理及养

护维修；景观管理科下辖养护三、四、五、八所负责对景观照明设施的现场管理及维修 ；工程管理科下辖工

程一、二、三所负责照明设施的更新改造，以及指令性项目的施工；材料设备科下辖仓储管理所及驾驶班，

负责对施工材料的管理及其他项目后勤工作 。

截止2021年12月，我处事业人员编制数121人，实有99人，其中：管理及技术人员63人，路灯养护人员34人，

长病假2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4303.02

财政拨款

小计 14303.02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4303.02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0 0.48

项目支出 0 14302.54

房屋租赁税费 0 48.47

环古城河健身步道提升工程三期（灯光提升子项）智慧灯杆维保 0 28.79

2022年照明设施改造专项 0 2133.92

城市照明大型设备购置 0 143

智慧照明综合管理系统终端维护 0 50

市区景观照明设施养护维修 0 2950.97

基于物联网技术下的城市照明控制系统 （二期） 0 311.38

照明控制子系统通信升级改造和设备云视讯子系统维护服务项目 0 20

照明设施电费支出 0 2900

2021年照明改造专项（尾款） 0 1264.19

市区道路照明设施养护维修 0 4451.82

中长期目标

一、确保照明设施巡查检修力度，充分保障城区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转，确保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全力做好

灯光保障、设施管养、工程建设等工作。

二、持续深化城市照明精细化管理，对标一流的管养标准，促进城市更宜居、更美好，进一步提升市民的满

意度、获得感。

三、充分利用萤火虫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萤火虫计划”，努力消除城市照明暗区，不断提升惠民利民服

务水平，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实现“一窗口办理、一站式服务、一平台共享”，做好为民服

务“最后一米”。

四、合理统筹照明设施用电规模，细化照明设施启闭分级控制，在保民生、保安全、保出行前提下，适当调

减非重点区域景观灯光及部分半夜运行道路灯光开启时间 ，有序推进照明用电科学化、精细化，保障区域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五、在改造城市老旧照明设施，确保设施安全、节能运行之外，我处以打造苏式景观大道和中心城区重点区

域改造为抓手，持续推进“打造夜间新地标”灯光改造实施方案，认真完成所承接的各项工程施工任务，全

力打造与苏州城市发展定位相匹配的夜景灯光 ，展现“古今辉映、苏韵光影、国际时尚”的城市夜景形象。

积极开展工程创优工作，完成各类施工图、竣工图及景观照明方案设计，并做好省、市优质工程和设计专业

奖项的申报工作。



年度目标

一、确保全年无用电事故，照明设施电费支出按时缴纳，年内移交我处管养的各类照明设施及时接入我处用

电管理；

二、全年计划路灯维修14500套、计划人行道路灯清洗27500套、道路照明设施计控箱维护400台，确保全年路

灯亮灯率99%以上，道路照明设施完好率95%以上；计划全年维修景观灯光设施16000盏、景观灯光计控箱共计

750台、景观灯亮灯率90%以上、景观照明设施完好率95%以上；各类设施维修响应及时率100%；各类职能终端

设备按时、按量及时维护；

三、计划全年改造各类老旧照明设施共 8918套/台，确保改造项目施工合格率100%，改造期间无表区故障发

生，并按计划当年完成项目施工；对上年照明改造项目，确保其及时完成项目结算评审，各类资金支出合规

、及时支付；按计划完成约6400套新型照明控制终端的改造，确保项目及时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市政设施照明的

管理

照明设施用电安

全稳定

照明设施电费支

出

移交项目电源接入库 ＝100% ＝100%

电费支付及时率 ＝100% ＝100%

用点事故率 ＝0% ＝0%

维护设备按规定

更新

城市照明大型设

备购置
设备购置流程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城市照明设施维

护

城市街道与小区

照明设施维护

市区道路照明设

施养护维修

路灯维修 ＝7250盏 ＝14500盏

路灯维修响应及时率 ＝100% ＝100%

完成市优质养护片 ＝0片 ＝1片

路灯报修率 ≤0.17% ≤0.17%

路灯亮灯率 ≥99% ≥99%

路灯设施完好率 ≥95% ≥95%

计控箱清洁维修 ＝200台 ＝400台

人行道路灯清洗 ＝13000盏 ＝27500盏

景观照明设施的

维护

市区景观照明设

施养护维修

景观灯设施完好率 ≥85% ≥85%

楼宇景观灯光设施维修量 ＝1250套 ＝2500套

非楼宇景观灯光设施计控箱维修量 ＝200台 ＝400台

景观灯亮灯率 ≥90% ≥90%

景观灯维修响应及时率 ＝100% ＝100%

非楼宇景观灯光设施维修量 ＝6750套 ＝13500套

楼宇景观灯光设施计控箱维修量 ＝175台 ＝350台

智能照明终端维

护

智慧照明综合管

理系统终端维护,

环古城河健身步

道提升工程三期

（灯光提升子

项）智慧灯杆维

保,照明控制子系

统通信升级改造

和设备云视讯子

系统维护服务项

目

日常维护终端数量 ＝1534个 ＝1534个

日常维护合格率 ＝100% ＝100%

日常维护周期 及时 及时

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及时性 ＝12次 ＝24次

日常维护信息系统数量 ＝2个 ＝2个

资金使用合规、

及时
房屋租赁税费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及时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道路、新村及景

观照明设施的更

新改造

当年老旧照明设

施改造

2022年照明设施

改造专项

三遥终端总成改造数 ＝0套 ＝200套

“萤火虫”照明（路灯盲区建设）

提升数
＝0套 ＝500套

新村、小区路灯改造数 ＝0套 ＝2219套

市区主干道路路灯更新改造数 ＝0套 ＝1056套

工程合格率 ＝100% ＝100%

表区故障率 ＝0% ＝0%

当年项目完成率 ＝0% ＝100%

市区照明节能改造数 ＝0套 ＝4893套

市区景观灯及电源建设改造数 ＝0项 ＝13项

市区路灯控制箱改造数 ＝0台 ＝50台

设施完好率 ≥95% ≥95%



履职

道路、新村及景

观照明设施的更

新改造

上年老旧照明设

施改造结算

2021年照明改造

专项（尾款）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经费支出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政府采购材料质量合格率 ＝100% ＝100%

项目支出合规性 符合 符合

项目评审率 ＝100% ＝100%

年度评审子项目 ＝0项 ＝8项

新城市照明控制

系统终端改造提

升

基于物联网技术

下的城市照明控

制系统（二期）

项目完成情况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安装单灯控制器 ＝0套 ＝6400套

施工合格率 ＝100% ＝100%

建设LED显示大屏 ＝0套 ＝1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市民投诉率 ≤2% ≤2%

服务承诺完成率 ≥98% ≥98%

安全文明施工轻伤率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市民满意率 ≥85% ≥85%

相关部门写作满意率 ≥85%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