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含转移支付项目）

部门名称：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资金使

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

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合计 14,035.86 13,027.62 1,008.24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办公室

3,387.28 3,387.28

    专项工作经费 426.92 426.92

通过开展各类培训，各类调研和开展各项专题调研为我办履

职和为市网信委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依据 。通过采购第

三方提供平台内容运营服务等相关工作 ，确保我办政务平台

和双微平台弘扬主旋律和宣传正能量工作得以落实 。

1、效益指标：网信广州市民关注度提升率，年度指标值：信息内

容平均阅读量较2022年增加5%。2、满意度指标：培训对象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5%。3、产出指标：法律顾问审核全年合同数

量，年度指标值：超过120份。4、效益指标：网信广州网站信息内

容无差错率，年度指标值：100%。5、产出指标：网信广州信息内

容维护项目专家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6、产出指标：

统计报告完成数量，年度指标值：1份。

    业务用房物业

管理费
26.00 26.00

通过开展物业管理、绿化等服务，确保国有资产安全，保障

我办办公场所干净整洁。

1、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95%。2、产

出指标：物业服务质量，年度指标值：满足合同需求。3、产出指

标：物业管理面积，年度指标值：1025.85平方米。4、产出指标：

物业管理费用缴纳准时率，年度指标值：100%。

    网络安全应急

专项
120.00 120.00

通过实施本项目，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和网络安全应

急管理，查找网络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提升网络安

全保障能力、防御能力，提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能力。

1、效益指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年度指标值：提升。2、产出指

标：网络安全抽查单位，年度指标值：15-20家。3、产出指标：网

络安全演练目标单位，年度指标值：10-16家。1、产出指标：网络

安全演练天数，年度指标值：5-10天。2、产出指标：网络安全自

查数，年度指标值：80-100家。

    网络安全宣教

专项
125.00 125.00

通过实施本项目，承办2023国家或省网络安全周，举办广州

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和网络安全行业分享会议 ，加强我市网络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95%。2、效益指

标：网络安全知识知晓率，年度指标值：大于70%。1、产出指标：

网络安全宣传册，年度指标值：3万册。2、产出指标：信息安全宣

传周线上活动场次，年度指标值：2场。3、产出指标：信息安全宣

传周线下活动场次，年度指标值：3场。

    网络监管与涉

穗重大舆情处置
750.00 750.00

通过开展网络监管与舆情应急协调处置工作 ，健全完善我市

网络监管及舆情应急协调处置机制，提升网络监管及舆情应

急协调处置工作水平，全面提高全市党政机关网络意识形态

安全工作水平，持续强化对属地互联网企业的网络信息内容

的管理，确保属地各网络平台互联网信息内容安全可控 ，确

保属地各类重大网络舆情事件科学及有效处置 。

1、产出指标：政策宣讲、行业分享次数，年度指标值：8个。2、

效益指标：巡查问题处置率，年度指标值：大于90%。3、满意度指

标：群众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90%。4、产出指标：巡检信息

专报数量，年度指标值：54份。5、效益指标：将属地网站APP纳入

动态数据库的比例，年度指标值：大于90%。6、产出指标：网络生

态治理基地数量，年度指标值：5个。

    华宇大厦办公

区维修维护
20.00 20.00

围绕保密部门有关要求和我办实际情况 ，完成相关保密机房
建设，保障办机关办公场所设备设施完善，满足办机关的办

公需要。

1、产出指标：保密机房改造建设面积，年度指标值：15平方米。2

、效益指标：项目实施达到保密要求，年度指标值：通过保密验收

。3、产出指标：保密机房改造建设完成时间，年度指标值：3个月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95%。

    其他运行经费 35.00 35.00

通过社会化服务，协助市委网信办完成日常公务用车驾驶 、

交通安全保障、通信、收发文、文印等辅助工作，保障市委

网信办的公务用车和文书岗位的正常运作 。

1、产出指标：出勤率，年度指标值：大于90%。2、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90%。3、产出指标：差错率，

年度指标值：小于10%。

    GZIT2022-SM-

N-C-008011(2022)
13.80 13.80 涉密项目。 涉密项目。

    GZIT2022-QM-

N-B-008009
58.50 58.50 涉密项目。 涉密项目。

    信息化领域协

调专项
260.00 260.00

通过我市国家区块链创新综合应用试点相关工作 ，推进区块

链技术赋能我市社会治理和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通过组织网

络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检查 ，督促数据处理者和个

人信息处理者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责任 ，建立健全

管理制度，采取技术措施和必要手段，保障数据和个人信息

安全。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的数据安全和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和水平，形成共同维护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

信息的良好环境。

1、产出指标：App检测数量，年度指标值：不少于50个。2、效益

指标：主题宣传单位覆盖率，年度指标值：大于90%。3、效益指

标：重点行业覆盖率，年度指标值：大于80%。4、产出指标：数据

安全检查单位数量，年度指标值：不少于10家。5、产出指标：完

成区块链创新应用优秀案例汇编数量 ，年度指标值：1本。6、效益

指标：区块链贸易平台链上交易值，年度指标值：超50亿元。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含转移支付项目）

部门名称：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资金使

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

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购置经费 33.80 33.80
围绕我办实际办公需要，按预期目标购置空调及办公家具，

保障办机关正常运行。

1、产出指标：设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2、产出指

标：购置空调数量，年度指标值：3台。3、效益指标：满足办公需

求，年度指标值：超过200天。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年度指标值：95%。5、效益指标：安全保密无事故率，年度指标

值：100%。6、产出指标：办公家具购置数量，年度指标值：11套

。7、产出指标：车辆购置数量，年度指标值：1辆。

    重大主题网络

宣传和网络舆论引

导

1,475.17 1,475.17

围绕重大主题，与中央、省市媒体和重要网络平台以及自媒

体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项目，加大对

市属重点新闻网站和重要网络平台的扶持 ，并配合做好中央

、省网信办部署的网络主题采访任务，通过系列策划，加大

网络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汇集网上正能量，营造积极

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引导广大网民读懂广州、热爱广州、

奉献广州。此外，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行业党建工作，加大网

络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示范作用，共同维护清朗

的网络舆论环境，提升广州城市网络形象，助力广州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1、产出指标：线上专题策划数量，年度指标值：累计不少于10次

。2、产出指标：线下主题活动数量，年度指标值：累计不少于6个

。3、产出指标：原创网评文章数量，年度指标值：专业原创网络

评论文章每年累计不少于100篇。4、产出指标：普通网评跟帖转发

数量，年度指标值：每年累计对指定推文的转发次数不少于 300篇

（次）；。5、效益指标：阅读量，年度指标值：累计超15亿次。6

、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年度指标值：与各媒体形成联席会议机

制和日常沟通机制。7、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年度指标

值：考核所有合作项目正面评论占比超 70%。8、效益指标：推文数

量，年度指标值：累计超2000篇（次）。

    中共广州市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

2023-2024年信息

化运维项目(2023)

43.09 43.09

本项目通过运用科学化、规范化的运维管理，使市委网信办

能够有效控制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确保

市委网信办各项信息化系统的安全运营 ，助力我办正常履职

和完成各项工作。

1、产出指标：设备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

。2、产出指标：系统运行正确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

标：网络安全事故数量，年度指标值：0次。4、满意度指标：用户

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5、产出指标：故障平均处理时间

(分钟)，年度指标值：1-24小时。

广州市信息安全测

评中心
9,792.36 8,784.12 1,008.24

    机构运行辅助

经费
443.24 443.24

通过该项目，满足中心开展业务需要，支撑全市信息安全保

障工作。

1、产出指标：满足开展有关信息安全服务人员配备 ，年度指标

值：大于20人。2、产出指标：满足开展业务需要，年度指标值：

满足。3、效益指标：弥补资金缺口，年度指标值：满足。4、效益

指标：支撑全市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年度指标值：年度工作任务完

成率100%。

    业务用房物业

管理费
80.00 80.00

通过该项目，为中心提供安全保卫、消防管理、场地修缮及

水电设备的维修保养、环境卫生管理等专业化物业管理服

务，确保中心业务用房使用安全有序，满足中心各项业务发

展需要，保障中心正常业务平稳运行。

1、产出指标：安全生产，年度指标值：无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2、产出指标：场地使用率，年度指标值：100%。3、满意度指

标：场地绿化，年度指标值：满意。4、效益指标：保障业务开

展，年度指标值：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专项工作经费 500.00 500.00
通过该项目，满足中心开展业务需要，保质保量完成检测任

务，保障被测系统顺利安全上线。

1、产出指标：开展信息安全服务的数量，年度指标值：大于100份

。2、产出指标：测评工作正常运转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

益指标：发现并协助被测单位完成高危问题整改 ，年度指标值：

98%。4、效益指标：弥补资金缺口，年度指标值：满足。

    广州市800兆

数字集群共网通信

服务及项目管理费

8,099.00 8,099.00

通过整合资源，节约建设和运维资金，进一步深化广州市的

通信指挥体系；充分利用集群共网，满足我市各应急成员单

位的日常城市管理、应急处突的通信需求，保障我市社会公

共安全；进一步满足公安、消防、城管、应急等部门通信指

挥需求，优先解决重点公共建筑室内空间、人流密集公共场

所等新增的集群通信覆盖需求。

1、产出指标：大型活动通信保障，年度指标值：开展不少于40场

通信保障任务。2、产出指标：用户规模，年度指标值：全网用户

数量达到5万户。3、产出指标：大型活动通信保障质量，年度指标

值：东西南北环内2小时内到达；天河、白云郊区，番禺、黄埔、

南沙主城区3小时内到达；番禺、黄埔、南沙等郊区，花都、增城

、从化等主城区4小时内到达；花都、增城、从化等郊区6小时内到

达。。4、产出指标：网络覆盖率，年度指标值：覆盖率高于93%。

5、产出指标：可接入率，年度指标值：全网大于等于99.9%且单站

大于等于96%。6、效益指标：网络运营无安全事故发生，年度指标

值：网络无发生安全事故。7、满意度指标：提升用户满意度，年

度指标值：用户综合满意度评分不低于80分。

    广州市信息安

全测评中心2022-

2023年广州市公共

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运行维护项目
(2022)

141.14 141.14

通过该项目，保障全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稳定运行 ，协助市

委网信办和测评中心向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各党政机关 、事业

单位，重点企业和其他单位提供重要、实时的网络信息安全

监测与应急管理服务，提升我市网络安全建设水平,提高信

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效率，推动全市互联网安全快速发展。

1、产出指标：基础设施系统设备故障检测及排除率 ，年度指标

值：大于90%。2、产出指标：运维周期，年度指标值：1年。3、产

出指标：网络安全漏洞修复率，年度指标值：大于90%。4、产出指

标：运维人员配备人数，年度指标值：13人。5、效益指标：网络

运营无安全事故发生，年度指标值：网络无发生安全事故。6、效

益指标：无经济损失，年度指标值：无经济损失。7、满意度指

标：系统运维服务满意度，年度指标值：100分。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含转移支付项目）

部门名称：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资金使

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

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购置经费 83.00 18.00 65.00
通过该项目，满足中心开展业务需要和安保需要，确保中心

资产安全、人员安全、环境安全。

1、产出指标：摄像头布控数，年度指标值：48个。2、产出指标：

视频监控设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3、产出指标：采

购车辆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4、产出指标：车辆购置

数量，年度指标值：1辆。5、效益指标：设备安全运行有效率，年

度指标值：大于98%。6、效益指标：维修费用节约率，年度指标

值：大于80%。7、满意度指标：职工满意度，年度指标值：大于

95%。

    广州市信息安

全测评中心2023-

2024年广州市公共

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运行维护项目

(2023)

445.98 445.98

通过该项目，保障全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稳定运行 ，协助市

委网信办和测评中心向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各党政机关 、事业

单位，重点企业和其他单位提供重要、实时的网络信息安全

监测与应急管理服务，提升我市网络安全建设水平,提高信

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效率，推动全市互联网安全快速发展。

1、产出指标：基础设施系统设备故障检测及排除率 ，年度指标
值：大于90%。2、产出指标：运维周期，年度指标值：1年。3、产

出指标：网络安全漏洞修复率，年度指标值：大于90%。4、产出指

标：运维人员配备人数，年度指标值：13人。5、效益指标：无安

全事故发生，年度指标值：无安全事故发生。6、效益指标：无经

济损失，年度指标值：无经济损失。7、满意度指标：用户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

广州市网络舆情信

息中心
792.67 792.67

    广州市网络舆

情信息中心2021年

信息化升级改造项

目

86.73 86.73

通过进一步升级优化广州市网络舆情研判系统功能 ，提高市

舆情中心舆情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准确度 ，有效提高舆情产品

的时效性和数据准确性，为市委市政府了解社会舆论总体情

况提供可靠的数据分析报告，方便市委市政府进行全面、准
确、高效的决策支持。

1、效益指标：信息化系统运行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2

、效益指标：社会舆论效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3、产出指

标：年度新增数据量，年度指标值：＞100万条/年。4、产出指

标：系统用户并发数，年度指标值：150个。5、产出指标：系统有

效作业率，年度指标值：95%。6、效益指标：舆情研判质量，年度

指标值：良好。

    广州市舆情应

急指挥中心建设项

目

9.25 9.25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网络舆情数据采集功能 、分析研判功能和

评估功能的升级开支，实现舆情信息数据和网络舆情数据的

交互，舆情事件线上线下的即时跟踪，重大舆情事件发生的

即时研判，组建广州市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指挥应对一体

化体系。

1、效益指标：信息化系统运行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2

、产出指标：系统有效作业率，年度指标值：95%。3、产出指标：

项目支出相关性、合规性，年度指标值：相符。4、产出指标：上

报舆情信息量，年度指标值：10000条/年。5、效益指标：社会舆

论效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6、效益指标：舆情研判质量，

年度指标值：良好。

    专项工作经费 430.00 430.00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保障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网络带宽租用 、

舆情产品印刷、舆情数据分析等日常办公支出。通过购买舆

情服务，推广舆情研判“广州标准”落地化应用，提高舆情

监测的科学性、准确性、及时性，提升我市舆情监测及处置

一体化建设水平，进一步增强全市网络协同作战能力。

1、满意度指标：舆情产品满意度，年度指标值：良好。2、产出指

标：舆情排行榜单推广期数，年度指标值：每季度至少1期。3、效

益指标：舆情研判质量，年度指标值：良好。4、产出指标：舆情

产品编印数，年度指标值：1065期/年。5、产出指标：重大舆情事

件报送及时率，年度指标值：85%以上。6、效益指标：社会舆论效

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

    业务用房物业

管理费
65.09 65.09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越秀北路210号办公场地的物业、绿化、

安保、水电等方面的管理支出，保障广州市网络舆情信息中

心、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

1、满意度指标：职工满意度，年度指标值：95%以上。2、效益指

标：舆情工作正常运转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标：信

息安全事故，年度指标值：无。4、产出指标：物业管理费用缴纳

准时率，年度指标值：100%。5、产出指标：物业服务质量，年度

指标值：满足合同需求。6、产出指标：物业管理面积，年度指标

值：1527.57平方米。

    广州市网络舆

情信息中心2022-

2023信息化运维项

目(2022)

29.62 29.62

通过外包运维服务，确保广州市舆情研判中心前 4期项目所

建设的信息系统软硬件系统和应用业务系统安全 、可靠、稳

定运行。同时，外包运维服务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使广州

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的管理职能更好地集中在核心业务上 ，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1、产出指标：运维周期，年度指标值：1年。2、产出指标：系统

有效作业率，年度指标值：95%。3、满意度指标：运维服务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4、效益指标：信息安全事故，年度指

标值：无。5、效益指标：社会舆论效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

。6、产出指标：故障超24小时未解决率，年度指标值：＜2%。



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含转移支付项目）

部门名称：中共广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资金使

用单位）
总计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拨

款

其他资

金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购置经费 13.16 13.16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越秀北路210号办公、业务用房的办公家

具和办公设备购置。通过配置或更换部分办公家具和办公设

备，满足广州市网络舆情信息中心、广州市网络安全应急指

挥中心基本办公需求，提高日常办公效率，保障两个中心日

常工作的顺利开展。

1、产出指标：政府采购率，年度指标值：100%。2、产出指标：采

购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标：舆情工作正常运转

率，年度指标值：100%。4、满意度指标：用户满意度，年度指标

值：90%以上。5、效益指标：办公家具利用率，年度指标值：100%

。6、产出指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

    越秀北路210

号办公区维修改造

项目经费

13.44 13.44
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增设综合档案室，并对南楼外墙实施防

水工程，提高办公区的利用率，改善整体办公环境。

1、产出指标：项目按期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2、效益指

标：施工安全性，年度指标值：无安全事故发生。3、产出指标：

工程计划完成率，年度指标值：100%。4、效益指标：舆情工作正

常运转率，年度指标值：100%。5、满意度指标：职工满意度，年

度指标值：95%以上。6、产出指标：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年度指

标值：100%。

    广州市网络舆

情信息中心2023年

信息化升级改造项

目

87.50 87.50

建立健全全市舆情信息报送、预警发布、信息共享和应急处

置机制，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会同市直相关部门和各相关

区，协同处置全市各单位发生的舆情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 ，

提升我市对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做到“信息灵、

反应快、处置得当”，形成全市上下快速沟通协作的“网络

舆情发现-研判-处置-反馈”工作模式，进一步增强全市舆

情应急处突协同作战能力。

1、产出指标：应急处置舆情线索能力，年度指标值：＞10000条。

2、产出指标：新增分析统计主题数量，年度指标值：＞10个。3、

产出指标：舆情数据查询速度，年度指标值：＜=3s。4、效益指

标：信息安全事故，年度指标值：无。5、效益指标：社会舆论效

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6、效益指标：信息化系统运行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

    广州市网络舆

情信息中心2023-

2024年信息化运维

项目(2023)

57.88 57.88

通过外包运维服务，确保广州市舆情研判中心建设的信息系

统软硬件系统和应用业务系统安全 、可靠、稳定运行。同

时，外包运维服务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使广州市网络舆情

信息中心的管理职能更好地集中在核心业务上 ，进一步提高

工作效率。

1、产出指标：故障超24小时未解决率，年度指标值：＜2%。2、效

益指标：信息安全事故，年度指标值：无。3、效益指标：社会舆

论效应，年度指标值：正面效应。4、满意度指标：运维服务满意

度，年度指标值：90%以上。5、产出指标：运维周期，年度指标

值：1年。6、产出指标：系统有效作业率，年度指标值：95%。

广州市网络安全应

急指挥中心
63.55 63.55

    专项工作经费 38.87 38.87

通过组建网络监督员队伍、网络专项举报宣传，达成网络举

报受理处置工作一体化建设目标，提升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质量及效果。通过参加中央网信办相关轮训工作，学

习先进的舆情处置方式和管理模式 ，增进舆情处置工作经

验，提高应急指挥工作水平。通过文书档案整理，提高档案

查询效率，从而提升档案管理质量。

1、产出指标：文书档案装订数量，年度指标值：不少于1000件。2

、效益指标：提高查询效率，年度指标值：提高档案查询效率。3

、效益指标：网络专项举报宣传覆盖率，年度指标值：80%以上。4

、产出指标：网络监督员举报工作量，年度指标值：不少于3600小

时。

    购置经费 21.98 21.98

通过对应急指挥大厅的应急指挥坐席进行扩容 ，能更高效地

处置网络舆情信息，更好地发挥应急指挥职能，确保网信事

业的发展；通过购置保密专业检查软件，加强对单位内部计

算机终端的保密检查，增强单位保密管理能力，确保达到保

密要求。

1、效益指标：保密检查覆盖率，年度指标值：自查100%。2、效益

指标：应急指挥坐席使用率，年度指标值：100%。3、产出指标：

应急指挥坐席扩容数量，年度指标值：4位。4、产出指标：验收合

格率，年度指标值：100%。

    广州市网络安

全应急指挥中心

2023-2024年信息

化运维项目(2023)

2.70 2.70
通过运用科学化、规范化的运维管理和安全服务，使中心能

够有效控制服务成本，提高单位网络安全水平。

1、产出指标：安全防护覆盖设备数量，年度指标值：不少于40台

。2、产出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3、效益指

标：故障维护及时率，年度指标值：98%以上。4、效益指标：网络

正常运行率，年度指标值：9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