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平罗县委组织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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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服务及村干部学历提升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001】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加强村级活动场所管理和使用，用于村级活动场所维修改造，改善冬季取暖条件，优化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村级活动场所管理使用 10个



标 标） 村干部学历提升 50人次

质量指标（必填） 配套设施完善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内完成 2022 年底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村干部学历提升 5000-10000/人

村级活动场所管理费用 50000-100000/个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为党员群众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支撑平台 良好

为党员群众提供便利快捷的服务 较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提升党支部服务群众、凝心聚力得作用 良好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农村党员和群众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项目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001】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对实施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项目情况好的 20个单位进行以将代补，全面提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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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企业党建项目 20个



质量指标（必填） 完成项目实施 完成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 2021 年 12 月底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项目完成数 1万元每个项目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为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组织保

证
明显

落实中央、自治区重大方针政策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提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科学化

水平
提升

拉近党和群众的联系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非公企业党组织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干部教育培训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本年内单位自行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年轻干部实践锻炼等活动，同时与党校联合举办干部能力素质培训班，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

党校主题班等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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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次 1000 人次

举办专题培训班 20人

打造观摩点 8期

质量指标（必填）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底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外出培训 1期 15万元

县内培训 2万元/期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落实中央、自治区重大方针政策、促进地方

社会经济效益发展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 明显

提高部门工作效益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增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政治性时代性针

对性有效性
提高

促进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 明显

拉近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培训对象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庆祝七一建党经费、党史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制作党员电教教育片 1部，广场文化演出，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增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七一慰问老党员 50人

拍摄制作党员电视教育片 1部

开展党史宣传教育 2场次

质量指标（必填）

慰问资金及时兑付 100%

党员电视教育片观看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2022 年全年 1-12 月份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七一慰问 500 元/人

党史宣传教育 40000

党员电视教育片作 10万元/部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落实中央、自治区重大方针政策、促进地方

社会经济效益发展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拉近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明显

促进党员党性修养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增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政治性时代性针 增强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教育片观看者、演出对象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人才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优化人才服务发展环境，打造观摩点，提炼人才工作亮点，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打造高层次人才创业观摩点 3个



指标 标） 慰问高层次特殊人才 20人

举办人才培训班 1期

质量指标（必填）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打造观摩点 2万元/个

人才培训班 2万元/期

慰问 500-1000 元/人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优化人才服务发展环境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提升人才能力水平 提高

提高部门工作效益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人才服务发展环境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为县域经济提供人才保障 较好

为引才聚才搭建平台 较好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人才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关工委、延研会、老年大学、离退休党工委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关心教育下一代，并给与贫困生补助；弘扬延安精神，发行报刊；订阅老年刊物，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培训、教育管理、开

展活动、表彰；促进老年干部终生学习。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订阅报刊 2份

发行报刊 4期

老年大学广场演出 1次

老年大学上课 180 节课

关心下一代人数 133 人

1 期

质量指标（必填）
完成既定任务 完成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老年大学活动 9万元

延安精神研究会工作 8万元

关工委工作 8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工作 11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提高部门工作效益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人才服务发展环境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离退休干部组织建设能力 提高

丰富退休人员生活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离休党员干部 100%

受补助学生 100%

老年大学学生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基层党建工作及村书记、社区书记教育培训和公务员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1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社区党组织书记赴外培训 1期 40人,每人每天培训费用 600 元，每期培训 5 天；2.村党组织书记赴外培训 1期，每期 50 人，每

人每天培训费用 600 元，每期培训 5天，公务员（选调生）招录及培训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组织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培训 1期

公务员培训 1期

质量指标（必填）
培训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组织社区、村党务工作者或支部书记培训 16万

公务员培训及考察 5万

8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提高基层党组织书记服务群众能力 提高

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

务员队伍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拉近党和群众密切联系 较好

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村（社区）书记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及农村基层党建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 6694 人党员冬季轮训及党组织建设工作，促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基层组织 144 个

农村党员人数 6694 名

质量指标（必填）
党员培训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党员人数，培训次数 8元/人

村级建设补助 5-10 万/个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促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较好

提升村级活动场所服务能力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拉近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良好

改善村级活动场所环境 较好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参加培训党员满意度 95%



指标 填） 基层党组织服务对象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党务工作者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提高社区党务工作者积极性 ，提升社区党建工作，发挥社区党组织凝聚力。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社区党务工作者人数 28



指标 标）

质量指标（必填）
保质保量按时发放补助费 每月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社区党务工作者优秀 400 元/月

社区党务工作者称职 200 元/月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部门工作效益 得到提高

基层党组织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地方社会经济效益发展 进一步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社区党组织凝聚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社区党务工作者工作积极性 提高

社区党建工作 得到长久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社区党务工作者 98%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经费，财政一体化工资审核网络维护费，机构编制管理系统及编制库维护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3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3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提高社区党务工作者积极性 ，提升社区党建工作，发挥社区党组织凝聚力。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完成维护系统 3套

质量指标（必填）
系统稳定安全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 10万元

财政一体化工资审核网络维护 2万元

机构编制管理系统及编制库维护 3万元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落实中央、自治区重大方针政策、促进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
明显

提高部门工作效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社区党组织凝聚力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维护网络稳定 明显

全县工资审核质量化和速度化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 100%

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和社会组织党务工作者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2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发放提高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积极性 ，提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提高非公企业凝聚力。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 73人

质量指标（必填）
系统稳定安全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和社会组织党务工作

者优秀
400 元/月

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和社会组织党务工作

者称职
200 元/月



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地方社会经济效益发展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基层党组织 明显

提高部门工作效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党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得到提高

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工作积极 得到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非公党务工作者满意度 95%

党务工作者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社区为民服务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5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45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奖励每个和谐社区工作经费 5万元，进一步健全基层基础保障体系，巩固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服务社区数量 29个

质量指标（必填）
社区规范化建设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社区 5万元/个

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和社会组织党务工作

者称职
200 元/月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进一步增强 明显

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明显

基层基础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提高

通过资金保证，保证基层治理能力逐年提高 较好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乡村整治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73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73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 144 个村级组织建设、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村内社会治安及公共卫生防疫。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服务社区数量 144

改善村级基础建设数 144

质量指标（必填）
村委会各类事项完成质量 90%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5000 人以上 15万元

3000 人以下 10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 明显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夯实党在农村执行政根基，确保农村和谐稳

定
明显提高

激励农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明显提高

村级组织为民服务能力 明显提高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村治理能力 明显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村干部满意度 95%

乡村居民满意度 95%

村委会等村集体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074】中国共产党平罗县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50000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全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2022 年补助 10-50 个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所有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 7 万元以上。力争

培育集体经济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经济强村 10 个以上。

名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补助村集体经济 10-50 个

质量指标（必填）
完成既定工作任务 完成

时效指标（必填） 本年度完成所有任务 2022 年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

标）

增减村级体经济收入 明显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提高

经济效益指标 有利于加强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较好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补助的村级所及的村民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