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A党建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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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开展专题会议2-4次，发展新党员6人，2年全覆盖培训全镇党员，印制学习资料800余份、制作宣传
海报（展板）等；每月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相关活动；召集农民工、青年人才开展座谈，增加后备干
部储备。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A党建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开展专题会议，培训党员发展对象及入党积极分子、党员轮训，印制学习资料、制作宣传海报（展板）
等；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相关活动及宣传；对农民工、青年人才及后备干部进行回引、培养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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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党员，对农民工、青年
人才及后备干部进行回引、培
养和慰问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300.00,金额：1200.00

开展党建专题会议及培训，提
高理论素质和业务技能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450.00,金额：5800.00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6000.00

开展相关宣传业务，印制宣传
册、标语、宣传展板

数量：800.00,单位：套,单价：40.00,金额：32000.00

数量指标

发展新党员，对农民工、青年
人才及后备干部进行回引、培
养和慰问

6.00人

开展相关宣传业务，印制宣传
册、标语、宣传展板

800.00套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

100.00人

开展党建专题会议及培训，提
高理论素质和业务技能

6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发展新党员，为党组织注入新
鲜血液

按程序发展党员6名，吸引人才，增加后备干部储备，
壮大党组织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在全镇上下形成“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的氛围，
以“党建+”模式带动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运行服务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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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印制宣传资料、横幅（包括各项业务办理流程，政策、规定）；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提升服务水平；
保障日常工作（包括与市级各部门的沟通、协调，对各村社的联系、安排）开展所需劳务、能源消耗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运行服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统一全机关干部的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夯实基础，以积极的工作态度与干事热情投身到为人民服
务中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以优良作风把民众紧紧凝聚在一起，
更好赢得百姓的肯定与支持，树立政府良好形象；促进机关工作开展，整体提升机关服务发展、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的能力与水平，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建立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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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制宣传资料、横幅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保证机关业务正常开展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92000.00,金额：
92000.00

办公设备维护保障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保证机关业务正常开展 1.00项

办公设备维护保障 4.00次

印制宣传资料、横幅 4.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机关各办各项业务顺利开展，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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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开展禁毒业务；保障“雪亮工程”正常运行；制作宣传单4000份、宣传横幅20幅。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充分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
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化解不安定
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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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亮工程”及小天网运行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推进依法治市业务开展，推进
禁毒业务开展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制作宣传标识、印制宣传资料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25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推进依法治市业务开展，推进
禁毒业务开展

4.00次

制作宣传标识、印制宣传资料 2.00批

“雪亮工程”及小天网运行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群防群治氛围
提升群众治安自治能力，提高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的积极性，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扶贫业务保障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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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深入已脱贫户80余户开展帮扶工作，加强联系走访；送去帮扶物资，解决燃眉之急；印制宣传资料、
制作宣传标语12幅或展板8块，宣传扶贫政策，加强思想教育。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扶贫业务保障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建立常态化扶贫工作机制，深入已脱贫户开展帮扶工作，特别是加强已脱贫户思想教
育，加大关注其劳动就业状态，防止返贫；印制扶贫宣传资料、制作宣传标语或展板，加强宣传教育；为
扶贫工作提供保障，做到脱贫不脱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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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扶贫物资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开展扶贫日常业务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8000.00,金额：
18000.00

印制扶贫政策宣传单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扶贫日常业务 1.00项

印制扶贫政策宣传单 4.00次

采购扶贫物资 2.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社会氛围 加强宣传，营造扶贫人人参与的氛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便民服务中心运行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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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彰明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设置便民服务窗口3个，办理残疾人就业（创业）、基本康复服务业务，办理社保相关业务，办理就
业创业服务及培训来件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便民服务中心运行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证便民服务中心正常运行，争创先进便民服务窗口，第一时间办结群众来件，落实就近办要求，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路，确保就近办事项能够“接得好”，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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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用办公设施保障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
36000.00

印制政策宣传资料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3500.00,金额：14000.00

数量指标
运行用办公设施保障 12.00次

印制政策宣传资料 4.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办事速度与质量，比规定时间更早更好办结群众来
件

社会效益指标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 打造服务型政府，密切联系群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印制宣传单500余份，全年全镇制作宣传横幅60幅，营造良好氛围；购买保洁用品，提供人力保障；
每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日常业务。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参
与生态环境治理；全力推进辖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自觉践行科学环保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科学治污、
依法治污、铁腕治污的环保之路，着力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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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业务提供
保障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7000.00,金额：7000.00

为业务开展提供劳务保障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4000.00,金额：
80000.00

制作宣传标识等 数量：60.00,单位：套,单价：50.00,金额：3000.00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标识等 60.00套

为业务开展提供劳务保障 20.00人

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业务提供
保障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基础性工作顺利进行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社会氛围 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改善环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对人居环境舒适度的
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业务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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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完成民兵点验2次，建立应急队伍1支，完成抢险演练2次，完成兵役登记。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业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民兵点验、整组、应急分队建设，促进基层民兵组织建设规范化，努力打造一支抢险救灾突击队，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使全镇牢固树立国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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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武装规范化建设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7000.00,金额：7000.00

做好国防教育宣传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3000.00

完成民兵点验，完成兵役登
记，完成上级交办的抢险抢灾
任务

数量：3.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做好国防教育宣传 3.00次

完成武装规范化建设 1.00套

完成民兵点验，完成兵役登
记，完成上级交办的抢险抢灾
任务

3.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民兵点验、兵役登记顺利完成，圆满完成各类抢险
任务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军民亲氛围
为全镇武装业务开展提供保障，营造积极加入民兵组织
、参军入伍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业务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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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加强对2个社区及4个村的单元化联户建设，做好广泛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平安
创建。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业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立单元化联户建设机制，抓好城乡社区治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力
量参与，着力实现权利保障均衡、责任义务均担、服务保障公平、发展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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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标识，印制宣传单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400.00,金额：1600.00

开展巡查业务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700.00,金额：8400.00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标识，印制宣传单 4.00次

开展巡查业务 1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工作常态化开展，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镇人大会议召开及人大代表业务开展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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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召开镇人大会议2次；组织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活动2次；保障日常工作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镇人大会议召开及人大代表业务开展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召开镇十八届人大九次、十次会议；组织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活动；保障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等日常工
作开展；履行人大职能职责，提高人大代表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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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活动、开
展联系群众工作及监督工作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7000.00,金额：14000.00

召开镇十八届人大九次、十次
会议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印制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
、横幅

数量：20.00,单位：套,单价：300.00,金额：6000.00

数量指标

印制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
、横幅

20.00套

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活动、开
展联系群众工作及监督工作

90.00人

召开镇十八届人大九次、十次
会议

9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镇人大会议顺利召开 为镇十八届人大九次、十次会议顺利召开提供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监督党员干部为民服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升群众对人大工作和政府工
作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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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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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依托各村（社区）网格员，加强环境监管；印制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横幅3项加强宣传教育和
引导；每日到村巡查秸秆禁烧现象；定期疏通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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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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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巡查力度，杜绝秸秆禁烧
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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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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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基层网格员，加强环境监
管

数量：8.00,单位：人,单价：1250.00,金额：10000.00

污水管网疏通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10000.00

印制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
、横幅

数量：5.00,单位：批,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污水管网疏通 4.00次

依托基层网格员，加强环境监
管

8.00人

印制宣传资料、制作宣传展板
、横幅

5.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力争环境监管全覆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经济业务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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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做好与市级相关部门，如科工局、发改局、财政局、经合局、商务局等单位的沟通联系；密切与辖区
企业的联系，协助配合企业，为企业技术改造提供政策保障；每月、每季度按时完成统计业务报表；
力争2个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实施。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经济业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的经济发展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发展本地产业优势上
来；着力恢复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保障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顺利开展，积极开展外出
招商引资工作，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着力改善本地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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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办公用品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500.00,金额：2000.00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保障重点
工作启动运行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2000.00

开展经济相关统计工作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6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经济相关统计工作 12.00次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保障重点
工作启动运行

12.00次

采购办公用品 4.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提高本地产业活跃度，促进本地经济科学健康可持续发
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环境保护污染防治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制作环保宣传单1000份、标语10幅，多途径加强环保宣传；垃圾清运宣传车每日到村宣传。每日加
强对秸秆禁烧等露天焚烧等现象进行巡查，一经查实坚决惩处，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环境保护污染防治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制作环保宣传画册、标语等，多途径加强环保宣传；保证垃圾清运公车正常运行；着力社区和生活小区、
镇村结合部、街道交叉区域环境脏乱差现象整治；打赢“水、气、土”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杜绝露天焚
烧现象，提高全镇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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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环保宣传车运行维护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
18000.00

保障垃圾及时清运劳务费 数量：2.00,单位：人,单价：6000.00,金额：12000.00

数量指标
保障环保宣传车运行维护 12.00次

保障垃圾及时清运劳务费 2.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改善 利于镇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生态环境状态有明显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监督检查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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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制作宣传单3000余份，加大宣传力度，保障日常监督检查业务顺利进行，对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查处。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监督检查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力度，开展防疫、消毒工作，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为群众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
品的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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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标识等 数量：5.00,单位：批,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完成食药品监督检查业务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食药品监督检查业务 10.00次

制作宣传标识等 5.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营造良好市场氛围

加强宣传，提高市场各环节参与度，引导群众发挥监督
作用

社会效益指标 净化市场作用
改善市场环境，为群众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提供安全
保障，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路灯运行及环卫保障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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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保证场镇路灯全年正常运行，保障每日夜间照明所需，每日定期对场镇垃圾进行清理，做好保洁。每
周2次定期日常巡查，雨后全面巡查，节前全面巡查及维修，如遇一般故障应在24小时内排通，遇特
殊故障，在48小时内排通。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路灯运行及环卫保障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证场镇路灯正常照明，便于车辆、行人安全通行，以建立长效维护机制为目的；保障辖区内场镇路灯定
期日常巡查维修、雨后、节前及应急巡查维修等；加强改善场镇环卫状况力度，改善人居环境卫生，为建
设宜居宜业新彰明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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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镇环境卫生整治

数量：4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20000.00

场镇路灯照明及设施维护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场镇环境卫生整治 40.00人次

场镇路灯照明及设施维护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照明设施的保养作用 延长设施使用寿命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场镇环境卫生 促进场镇环境的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照明所需 保证尤其是夜间照明、节假日群众照明所需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139999 科目名称： 其他农林水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加强对辖区林区防火工作巡查，加大防灭火宣传教育力度，提供防灭火人力物力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大森林防火巡查力度，广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加大森林防灭火安全教育，建立森林防灭火的完整业务
链，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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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森林防灭火人力保障 数量：6.00,单位：人,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保障森林防灭火日常工作开展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6000.00

加强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400.00,金额：4000.00

数量指标

提供森林防灭火人力保障 6.00人

保障森林防灭火日常工作开展 10.00次

加强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使森林防灭火能力显著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08 科目名称： 信访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开展信访维稳业务，进一步拓展信访工作领域，既抓案件受理，也抓问题处理，更抓源头治理，变被
动应付为主动预防，积极化解不安定因素；同时提供维稳业务日常办公及差旅费保障。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建立健全全镇信访工作网络，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并积极参与上级安排
的维稳工作，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全面提高工作水平，加强联动，实现从信访部门孤军
奋战向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的转变，全面化解本地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
定，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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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旅费保障

数量：12.00,单位：人,单价：1000.00,金额：
12000.00

开展全镇信访维稳业务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
18000.00

数量指标
差旅费保障 12.00人

开展全镇信访维稳业务 1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府其他工作顺利开展，让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河长制业务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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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是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配合省、市，全面建立省、市
、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每日定期对彰明辖区河道开展巡河业务，每处至少1次，加强宣传与管理，
同时清理河道漂浮垃圾，改善河道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河长制业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负责组织领导辖区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等，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破坏航道、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
理整治，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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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工作，采购
巡河用品

数量：5.00,单位：批,单价：680.00,金额：3400.00

开展巡河业务劳务保障
数量：12.00,单位：人次,单价：1800.00,金额：
21600.00

数量指标
开展巡河业务劳务保障 12.00人次

加强水域岸线管理工作，采购
巡河用品

5.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定时定期开展巡河业务，促进业务常态化开展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汛抢险救灾人员安置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130314 科目名称： 防汛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负责与主管部门联络，组织和实施本单位防汛救灾具体工作；及时调度辖区各单位参与防汛救灾；负
责本单位内部协调；完成汛期抢险任务，按需采购救灾物资1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防汛抢险救灾人员安置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严格按照“预案合理、预防为主、行动迅速、措施到位”的原则，确保在防汛救灾期间思想、领导、宣传
、力量、物资、措施“六到位”，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有效防御和减轻洪涝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确保
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和生活安置，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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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灾人员安置

数量：20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金额：
20000.00

采购防汛物资，完成主汛期防
汛抢险任务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受灾人员安置 2000.00人次

采购防汛物资，完成主汛期防
汛抢险任务

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防止或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高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彰明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纪检监察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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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彰明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彰明镇 联系电话： 08163482008

项目概况

打造一支过硬队伍，严格办理相关案件，保障办案所需办公用费、差旅费。向党员进行党章和纪律教
育；检查党员和其他干部遵守纪律状况；受理党员申诉与控告；审批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送的案
件；检查指导下级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纪检监察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设一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队伍，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监督、检查所属党组织、党员领导干
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状况，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协助、
协调辖区反腐倡廉工作。受理所属村社、企业的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控告、检举，受理党员的申诉，维
护党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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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检监察办案提供差旅保障 数量：8.00,单位：人,单价：2000.00,金额：16000.00

印制政策法规宣传资料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500.00,金额：2000.00

开展镇纪检监察业务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2000.00

数量指标

印制政策法规宣传资料 4.00批

开展镇纪检监察业务 12.00次

为纪检监察办案提供差旅保障 8.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供群众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满
意度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