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纪检监察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平罗县纪委监委

项目属性 项目期 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3.8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3.8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 1：深化拓展纪检监察宣传辐射面和影响力，维护纪检监察网 1 个，微信平台 1 个，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目标 2：规范建设信访接待室，建设完善谈话室、规范建设行政中心一楼办案区，强化派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办案安

全和办案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目标 3：维护更新电子廉政档案系统，履行监督首责，强化精准有效监督，。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维护平罗县纪检监察网数量 1家

维护“清廉平罗”微信平台数量 1家

维护纪检监察档案及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数量 1个

质量指标（必填）
确保平罗县纪检监察网正常运行 1 家

确保“清廉平罗”微信平台正常运行率 1 家



维护纪检监察档案及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正常运行 1 个

时效指标（必填）

按期维护平罗县纪检监察网 2022 年

按期维护“清廉平罗”微信平台 2022 年

按期维护更新纪检监察档案及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平罗县纪检监察网维护，“勤廉平罗”微信平台维护，纪检监察档案

及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维护等；规范建设办案区、信访接待室等，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用设备采购等；干部教育培训、派驻纪检监

察组和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等

73.8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全县问题线索收集渠道 提升

全县纪检监察宣传覆盖面 提升

信访接待、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规范化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平罗县纪检监察网正常运行 ≥1年

平罗县纪检监察网维护，“勤廉平罗”微信平台维护，纪检监察档案

及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正常使用
≥1年

标准化谈话室、信访接待室正常使用 ≥1年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纪检监察工作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特邀监察员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项目属性 项目期 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2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聘请 10 名特邀监察员履行监督、咨询等相关职责，不断提升有关行业、领域廉洁从政从业。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特邀监察员人数 10 人

颁发特邀监察员聘书 10 份

质量指标（必填）
宣传纪检监察工作方针、政策和成效 1 次

参加监察委员会组织的调查研究、监督检查等专项工作 1 次

时效指标（必填） 特邀监察员任期 ≥1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特邀监察员工作经费 1.2 万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有关行业领域廉洁从政从业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不断提升有关行业、领域廉洁从政从业 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有关行业、领域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长聘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项目属性 项目期 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保障 1名长聘人员经费。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长聘人员人数 1 人

分配管理车辆 1 辆

质量指标（必填）

确保车辆驾驶安全、不饮酒驾车、不危险驾驶 1 辆

开展驾驶安全和车辆管理教育 1 次

严格执行本单位公车管理各项规定 1 人

时效指标（必填） 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律，安全驾驶 ≥1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长聘人员经费 3 万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律，安全驾驶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律，安全驾驶 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乘车人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监督执纪审查调查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平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项目属性 项目期 2022 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规范建设 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和 13 个乡镇纪委，强化对部门和 13个乡镇的监督，进一步提升纪委监委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开展作风督查 ≥6次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监督检查 ≥1次

派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 13 个乡镇和 8个派驻纪检监察组

质量指标（必填）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监督检查，下发

通报，确定整改时限，要求各单位按期完成整改
≥1期

时效指标（必填）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监督检查，下发

通报，确定整改时限，要求各单位按期完成整改 按照通报要求时间完成整改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派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规范化建设;监督检

查审查调查需要等 3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和廉洁自律

提升

纪委监委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
提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必填）
纪检监察工作满意度 ≥9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县委巡察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县委巡察办 实施单位 县委巡察办

项目属性 项目期 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8.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48.6 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开展巡察 2轮次，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 1家，维护巡察信息系统 1个，确保巡察工作顺利开展。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开展巡察
2轮次

巡察工作信息化系统建设及维护 1个

聘请第三方协助巡察
1家

质量指标（必填） 巡察工作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率 ≥99%

时效指标（必填）

巡察工作信息化系统建设及维护按期完成率 ≥98%
聘请第三方协助巡察按期完成率 ≥98%
开展巡察按期完成率 ≥99%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巡察工作信息化系统建设及维护；聘请第三方
协助巡察、媒体采访报道；巡察培训、巡察通
讯等巡察工作

48.6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巡察质效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巡察工作信息化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巡察各单位满意度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