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表 1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宝丰社区运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社区组织正常运转，健全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的服务作用和在人民群众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保障 2022

年宝丰社区正常开展各项社区工作，为构建和谐社区提供坚强的财力保证，开创我镇社区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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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社区运转个数 1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基层社区规范化建设覆盖率 90%



质量指标（必填） 上级部门考核情况 良好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经费补助标准（元） 100000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社区正常运转 正常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居民幸福指数提升 不断提升

生态效益 居民整体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提升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确保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社区组织满意度 ≧90%



表 2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党组织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保障 2022 年宝丰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党内学习、慰问困难党员、订购党报、党刊经费等活动顺利开展，为构建和谐社区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开创我镇社区党建

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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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三会一课 4次

组织党员教育培训 200 人次

组织开展主题党员活动 3次

订阅购买党建资料（含党报党刊） 2份



质量指标（必填）
党员干部参与率 100%

规范开展党建活动 规范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开展三会一课 500 元/次

订阅购买党建资料（含党报党刊） 1000 元

组织开展主题党员活动 1000 元/次

组织党员教育培训 500 元/次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

员教育
明显

党员干部能力、素质和凝聚力得到了增强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基层党组织活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态持续优

化，服务中心工作成效彰显
明显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本单位党员满意度 ≧90%



表 3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村委会办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7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7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村级组织各项日常工作的有效运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村级组织各项日常工作的有效运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

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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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会个数 9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村委会办公规范化建设覆盖率 95%

组织村组干部培训 45人次

质量指标（必填） 上级部门考核情况 良好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经费补助标准（元） 30000 元/个

经济效益 村集体经济收入 ≧50000 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村鸡之力规范有序，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村干部队伍稳定、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明显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群众满意度 ≧90%



表 4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村级创新社会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8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 2022 年各村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正常开展，深入推进村级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充分发挥和提升基层组织的

工作能动性和创新力，为开展村级新型管理模式，实行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保障，有效提升村级管理水平，以实际行动

赢得群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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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村级网格员参加培训 12次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10个

质量指标（必填）
全年不发生较大影响的恶性案（事）件 0起

实行网格化管理，网格员走访网格村民全 100%



覆盖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经费补助标准（元） 1800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通过网格化管理手段，创建平安平罗，进

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有利于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村级创新社会管理人员建设 有效改善

村级创新社会工作水平 不断提高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人民群众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 ≧90%



表 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乡镇两中心创新社会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 2022 年宝丰镇两中心正常运转，优化两中心服务能力，提高宝丰镇两中心窗口满员率和办件量，加强两中心队伍建设，提

升整体素质，巩固两中心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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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500 人次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10个

最低生活保障核查 100 人次

养老、医疗、教育等惠民政策宣传 20次



质量指标（必填）
社会保障政策覆盖率 100%

两中心正常运转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经费补助标准（元） 20000 元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不断提升

生态效益 两中心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

可持续影响 两中心工作方式创新能力 有效提高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人民群众满意度 ≧90%



表 6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乡镇创新社会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45000

其中：财政拨款 45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加强和完善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格局构建，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继续增强宝丰镇服务社会能力，发挥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在

基层的基础保障作用，使乡镇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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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各村及社区网格员参加培训 12次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10个

质量指标（必填）
实行网格化管理，网格员走访全镇网格村

（社区）民，全覆盖
100%



全年不发生较大影响的恶性案（事）件 0起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经费补助标准（元） 450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通过网格化管理手段，创建平安平罗，进

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乡镇创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 显著提升

乡镇创新社会管理能力 不断增强

乡镇创新社会管理队伍建设 不断壮大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人民群众对社会环境的满意度 ≧90%



表 7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政府长聘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其中：财政拨款 6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聘用人员用于维护我镇政府大院安保工作，院内整洁卫生、保障车辆安全及应急工作完成，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增加就业，

提高聘用人员人均收入，为构建平安乡镇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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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聘人员人数 2人

质量指标（必填）
临聘人员出勤天数 280 天

政府大院清洁程度、出勤率 ≧95%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全年 12个月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经费补贴标准 2500 元/月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 促进群众增收 30000 元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增加就业，提高工作积极性，稳定民生，提

高人均收入水平
有利于

提高乡镇安全指数 有利于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提高经济收入，促进社会稳定 有利于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临聘人员满意度 ≧95%


	附件2：平罗县宝丰镇人民政府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