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机关基本运行、办公设施设备维护、机关伙食团运行经费、日常维护等，确保我镇的日常工
作有序的进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努力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为积极配合上级单位的检查指导，紧紧围绕镇中心工作，认真 履行各项职责，
坚持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思想，努力做好行政、后勤各项工作，确保机关和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
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办公设施设备维护、机关伙食
团运行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2000.00,金额：
220000.00

制作宣传资料、会议、培训
数量：1000.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
80000.00

数量指标

办公设施设备维护、机关伙食
团运行

12.00次

制作宣传资料、会议、培训 1000.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底

质量指标 开展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服务能力，增强服务意识。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有效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促进贫困户持续增
收，防止返贫；保证食品、药品安全，为百姓健康提供
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人大及人大代表工作站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1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召开人大主席团会议，人大代表定期巡察，换届选举宣传、资料等费用，确保镇人大及人大
代表工作站顺利开展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人大及人大代表工作站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增强人大监督意识，切实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高履职行权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克服
畏难情绪和不敢碰硬的思想，摒弃私心杂念，轻装上阵，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视察、评
议和调查研究

数量：200.00,单位：人次,单价：125.00,金额：
25000.00

人代会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50.00,金额：
15000.00

数量指标
人代会 1.00次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视察、评
议和调查研究

2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完成当年人大工作 合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增强人大监督意识，切实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提高履职行权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克
服畏难情绪和不敢碰硬的思想，摒弃私心杂念，轻装上
阵，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街道路灯、环卫运行维护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场镇道路修复、排水沟清理、街道秩序维护、路灯等基础设施维护，维护场镇正常运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街道路灯、环卫运行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进一步完善场镇道路亮化和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加大管理工作力度，保证场镇街道路灯、环卫的正
常运行，实现街道路灯维修维护及时和环境卫生清扫彻底，给居民一个明亮、清洁的生活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环卫人员报酬

数量：44.00,单位：人次,单价：2500.00,金额：
110000.00

路灯维护及运转费用
数量：100.00,单位：台,单价：4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路灯维护及运转费用 100.00台

环卫人员报酬 44.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场镇街道路灯、环卫运行维护
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场镇街道路灯、环卫的正常运行，给居民一个明亮
、清洁的生活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及扫黑除恶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8 科目名称： 信访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辖区调解上访人员费用，法律顾问费用，综治中心设备维护费用，日常办公费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及扫黑除恶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和“安全第一”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信访维稳工作水平，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切实做好来信来访的接待处理工作，避免或减少越级上访、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事件，维护正常的信访秩
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信访维稳、纠纷摸排,人防、技
防、物防

数量：100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金额：
20000.00

信访维稳宣传标语、展板；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信访维稳、纠纷摸排,人防、技
防、物防

1000.00人次

信访维稳宣传标语、展板； 1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信访维稳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信访维稳工作的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信访维稳工作上级部门满意度
指标

≥95%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洪度汛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30314 科目名称： 防汛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防汛人员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转移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防洪度汛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积极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最大限度的减轻洪涝灾害的影响和损失，保障
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安全平稳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转移

数量：50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金额：
25000.00

汛期人员转移
数量：50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金额：
25000.00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转移 5000.00人次

汛期人员转移 50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1月前

质量指标 防汛度洪工作开展情况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群保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安全度汛，群保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度汛 安全度汛，群保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辖区内森林防灭火宣传、卡点值守人员务工补助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防止辖区内森林受损，建设美好家园，为有效地防止森林火灾发生，确保森林资源不受损失、卡点值守人
员在岗在位，促进林业持续发展。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负责制，把森林防火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追
究未履行森林防火职责任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制作宣传资料

数量：25000.00,单位：套,单价：2.00,金额：
50000.00

卡点值守人员务工补助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25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卡点值守人员务工补助 20.00人

制作宣传资料 25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森林火灾工作的开展 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应急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制作宣传画，发放宣传手册，新兵征集和训练，完成民兵点验、整组、应急分队建设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应急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积极开展好兵役登记和征兵宣传，完成新兵征集任务，努力为部队输送优质“新鲜血液”，按照“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要求，搞好民兵日常的训练教育，围绕“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目标，提升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民兵培训、应急保障

数量：20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40000.00

征兵工作宣传及上站体检
数量：3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征兵工作宣传及上站体检 300.00人次

民兵培训、应急保障 20.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底

质量指标 完成各项指标，完成工作任务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应急能力 提高应急能力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增强民兵意识，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增强应急能力建
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网格化环境监管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例会，加强辖区环境违法案件和环境信访的处理，制作格化环境监管宣传资
料，承担本辖区日常生态环境监管巡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网格化环境监管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得到落实，积极推进环境监管工作的开展，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及时化解环境自然
纠纷，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改善辖区环境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标语、展
板；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20000.00

开展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
作，加强辖区环境违法案件和
环境信访的处理；落实属地生
态环境监管职责，承担本辖区
日常生态环境监管任务。

数量：200.00,单位：次,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标语、展
板；

10000.00套

开展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
作，加强辖区环境违法案件和
环境信访的处理；落实属地生
态环境监管职责，承担本辖区
日常生态环境监管任务。

2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辖区生态环境工作的开展，解决群众关心的环境问
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0%

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建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完善各村党务公开栏、镇机关党务公开栏内容、购买党建办公用品，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
党建宣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建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增强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担当，抓好党课学习，搞好阵地建设，确保每名党员都能发挥“旗子”“堡垒”
作用，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
谐，强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会议、培训

数量：2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党报党刊征订、广告制作
数量：80.00,单位：批,单价：1000.00,金额：
80000.00

数量指标
党报党刊征订、广告制作 80.00批

会议、培训 2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党建工作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党建工作宣传、促进党性修养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党建工作宣传、促进党性修养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党建管理部门满意度指标 ≥90%

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纪检监察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11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纪检人员办案经费，纪检工作例会，纪检办公用品费，监察室规范化建设，村监委会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纪检监察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专业能力，模范遵守纪律法
律，积极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会议、宣传

数量：15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5000.00

纪检监察监督平台维护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纪检监察监督平台维护 2.00次

会议、宣传 15.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纪检监察工作完成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履行监督职责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专业能力，模范遵守纪律法
律，积极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小溪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小溪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谷东亚 联系电话： 0816-375138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制作人居环境宣传画、展板发放宣传单手册；村垃圾池维修、维护，垃圾清运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改善辖区人居环境，促进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力争做到辖区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解决好农村环境治理的综合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广告宣传制作、整治各类污染
源

数量：8000.00,单位：套,单价：10.00,金额：
80000.00

辖区垃圾压缩处理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20000.00,金额：
120000.00

数量指标

广告宣传制作、整治各类污染
源

8000.00套

辖区垃圾压缩处理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

质量指标
乡村振兴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质量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工作 改善辖区人居环境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指标 ≥95%

群众满意度指标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