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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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满足处理信访案件人员差旅费，维护两会期间信访稳定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稳定人心，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顺利实施，在重要节日及两会期
间确保信访案件“0发生”，对场镇重点人员进行一对一的监管，确保重点人员不再重要期间进行上访，
扰乱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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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差旅 数量：10.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5000.00

两会维稳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信访差旅 10.00人

两会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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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社会

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稳定人心，确保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顺利实施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信访工作的差旅需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信访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信访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人大及人大代表工作站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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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召开2021年人代会，组织人大代表培训、调研、考察学习，维修维护人大之家，征订人大报刊杂志，
制作人大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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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人民代表大会正常行使权利及义务，依法行使法定职权，不断加强代表工作，培训提高人大干部的工
作能力，调研了解民意，充分听取群众建议，履行人大的监督职能，努力适应新形势、创造新亮点、实现
新突破，出色完成人大年度目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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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代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培训及组织调研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培训及组织调研 5.00次

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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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大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人代会的召开，确保人民代表大会正常行使权力和
义务

对人大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机关干部的工作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民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人大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网格化环境监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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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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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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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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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保障会议的顺利召开，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基层网格员的培训，提高
其工作能力，依托基层网格员，力争环境监管全覆盖，开展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作，促进辖区生态环境
工作的开展，解决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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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及会议 数量：60.00,单位：人,单价：250.00,金额：15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网格化环境检查
数量：10.00,单位：项,单价：1500.00,金额：
15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 10.00次

网格化环境检查 10.00项

培训及会议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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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落实属地生态环境监管职责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网格员的工作水平，提升管理职能，保障环境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8%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8%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维稳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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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召开场镇维稳会议，制作宣传资料，维修维护天网利用天网，安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场镇巡逻。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维稳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场镇维稳会议的顺利召开，更好地安排场镇维稳工作，确保场镇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场镇秩
序，加大宣传力度；保障场镇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利用天网弥补监察漏洞，让危害安全的无处藏匿；安
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巡逻，保障场镇的秩序以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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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逻及其它车辆燃油费 数量：1.00,单位：台,单价：3000.00,金额：3000.00

维稳差旅经费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会议费 数量：34.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17000.00

宣传标语、横幅 数量：20.00,单位：套,单价：600.00,金额：12000.00

天网维修、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8000.00,金额：
18000.00

数量指标

会议费 34.00人

维稳差旅经费 20.00人

宣传标语、横幅 20.00套

巡逻及其它车辆燃油费 1.00台

天网维修、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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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场镇秩序 安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巡逻，保障场镇的秩序以及安全

维护场镇秩序 保障场镇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

维护场镇秩序 利用天网弥补监察漏洞，让危害安全的无处藏匿

维护场镇秩序
保障场镇维稳会议的顺利召开，更好地安排场镇维稳工
作，确保场镇维稳工作的顺利开展

维护场镇秩序 维护场镇秩序，加大宣传力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整治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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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宣传标语及资料，对垃圾车辆及卫生设施进行维护，重大节日期间对村、社区、场镇环境卫生进
行整治。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整治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城乡环境的干净、整洁，制作宣传标语及资料，加大宣传，将环境整洁落入人人的心里，每年定期将
村、社区、场镇的垃圾车辆及卫生设施进行维护，并在重大节日期间对整个管辖范围进行清洁整治，确保
辖区内的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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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节日整治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2000.00

垃圾车辆运行及卫生设施维护
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5000.00,金额：
15000.00

宣传标语及资料 数量：10.00,单位：套,单价：300.00,金额：3000.00

数量指标

垃圾车辆运行及卫生设施维护
费

1.00项

宣传标语及资料 10.00套

重大节日整治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大于等于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活垃圾处理及转运 满足机关基本办公需求，保障机关正常运转

环境整洁、干净 持续保持

城镇卫生环境 保持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支出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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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购置机关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及维修维护；支付机关干部差旅费；支付机关内部物管费、水电气费等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支出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机关正常运行，保证机关个办公室内基本办公用品的使用及维修维护，保证机关干部出差办事的差旅
费用，保证机关内部的清洁卫生及安全，保证机关大楼的干净整洁及安全，保证机关内部的水电气的正常
使用，为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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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52.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26000.00

机关维护及办公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7000.00,金额：
84000.00

数量指标
机关维护及办公费 12.00次

差旅费 5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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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机关工作正常运转

保障机关正常运行 持续保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机关人员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纪检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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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纪检宣传标语、横幅、手册等，维修维护纪检谈话室及设备，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纪检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案件办理，完成对村、社区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培训、完成村监委会成员培训，完成对全体机关干部
及镇纪委成员的警示教育及培训，提高干部的廉政意识，完成镇纪检谈话室及设备的维修维护，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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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资料 数量：150.00,单位：套,单价：80.00,金额：12000.00

纪检谈话室设备维修、更换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8000.00,金额：
18000.00

数量指标
纪检谈话室设备维修、更换 1.00次

宣传资料 15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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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清政廉洁作风 常态化

促进纪检工作开展
促进机关干部廉洁从政，服务群众，不出现违规违纪现
象，营造清政、廉洁的氛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纪委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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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开展武装应急演练及征兵工作，购买、更新武装必须用品，武装方面培训、出差，制作宣传标语、横
幅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国防动员宣传，加强武装方面人员的培训等工作，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做好民兵组织整顿、兵
役登记、应急演练，民兵、预备役点验，应征青年报名入伍，巩固基础国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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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标语、横幅 数量：20.00,单位：套,单价：400.00,金额：8000.00

购买、更新武装必须用品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开展武装应急演练及征兵工作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武装方面培训、出差 数量：10.00,单位：人,单价：400.00,金额：4000.00

数量指标

购买、更新武装必须用品 4.00次

武装方面培训、出差 10.00人

宣传标语、横幅 20.00套

开展武装应急演练及征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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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浓厚的征兵等氛围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突发状况的应对能力，更好地执行应急预案，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民兵等的工作能力和素质，提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水平和能力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武装用品的质量，器械室规范化建设，以便更好地
应对突发状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武装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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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宣传横幅、手册等，计划外出招商10次，引进环保企业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工作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领导计划外出招商10次，引进科学环保的企业及项目，延长产业链，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提升企业
竞争力，制作宣传资料营造浓厚的良好经商环境，联手有效环保的企业，共同打造美丽含增，完成上级下
达的税收、招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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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招商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
30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25.00,单位：套,单价：4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外出招商 10.00次

宣传资料 25.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招商引资工作 解决群众就业问题，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营造浓厚的良好经商环境，联手有效环保的企业，共同
打造美丽含增，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招商任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招商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招商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食堂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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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支付全年机关食堂职工工作用餐费用，支付机关食堂维修维护及设备更换费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食堂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进一步规范机关食堂管理，提高卫生、方便、节约、高效的服务，保证机关干部的正常工作用餐需求，进
一步领会上级精神，简化公务接待，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践行“光盘行动”，保证机关食堂的干净
卫生，给机关干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用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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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伙食费及维护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20000.00

维修及清洁费用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7500.00,金额：30000.00

数量指标
食堂伙食费及维护费 12.00次

维修及清洁费用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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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机关食堂的正常运转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食堂设备的维护维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干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机关人员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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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乡村振兴政策宣传横幅、展板及政策宣传手册，进行乡村振兴项目编制规划、项目建设，进村入
户进行政策宣传、培训。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大力整治乡、村环境“脏乱差”现象，规划及申报乡村振兴项目，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
面，解决农民结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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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资料 数量：25.00,单位：套,单价：600.00,金额：15000.00

办公费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4250.00,金额：17000.00

工作队进村入户考察、配合编
制规划、督促项目建设、申报
项目建设等租车、出差费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工作队进村入户考察、配合编
制规划、督促项目建设、申报
项目建设等租车、出差费

8.00次

宣传资料 25.00套

办公费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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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乡村特色项目，吸引更多的人，以增加当地群众的
收入，进一步宣传乡村振兴战略

满足乡村振兴工作开展需要 满足乡村振兴工作的办公需要

经济效益指标 乡村振兴工作
2021年大力整治乡、村环境“脏乱差”现象，规划及
申报乡村振兴项目，提高农村人均收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农业农村局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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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便民中心相关工作制度、代办服务事项、工作人员公示栏等，维修维护大厅办公设备，缴纳大厅
全年视频电信费用，购买大厅办公用品。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善便民中心阵地建设（购买办公用品及维修办公设备）；对业务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营造宣传氛
围，宣传政策；进一步完善侬从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服政府服务机制，规范便民中心管理，更好的为群众
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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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办公设备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2000.00

宣传资料印制、办公用品支出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000.00

视频电信费用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6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印制、办公用品支出 4.00次

维护办公设备 12.00次

视频电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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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政策宣传及保障便民中心正常办公需求

保障便民中心基本运行
保障便民服务中心的基本运行，进一步简化简便老百姓
办事流程，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

便民中心来访者的服务 保持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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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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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户外党建宣传展板、横幅；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委领导带头进行党员先进性学习、举办七一
主题活动、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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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党内会议、组织生活及七一主题活动；完成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的学习教育和考察培训；完成党
员活动阵地及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完成制作党建宣传横幅、展板等营造浓厚的党建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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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党建宣传横幅、展板 数量：50.00,单位：套,单价：700.00,金额：35000.00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数量：8.00,单位：人,单价：625.00,金额：5000.00

七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制作党建宣传横幅、展板 50.00套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8.00人

七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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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推进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
通过主题活动及中心组学习提高党员的政治意识，通过
警示教育协助党员干部筑牢“防腐墙”

巩固推进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
营造浓厚的党建工作氛围，加强党建宣传阵地建设使老
百姓更认可党的领导，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巩固推进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
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为组织增添新鲜血液增加
党组织活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防汛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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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更换购买防汛、森林防火物资及救援物资，召开森林防火及防汛会议，制作宣传资料，进行森林防火
、防汛演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防汛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预防和扑救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杜绝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维护生态平衡，促使林业发展；进行防
汛演练，保证在遇到汛情的时候能及时作出反应，及时转移受灾群众，杜绝百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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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防汛抢险预计租车费 数量：1.00,单位：台,单价：1000.00,金额：1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8.00,单位：套,单价：1000.00,金额：8000.00

会议费用 数量：48.00,单位：人,单价：250.00,金额：12000.00

更换购买防汛、森林防火物资
及救援物资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森林防火、防汛演练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4500.00,金额：9000.00

数量指标

会议费用 48.00人

宣传资料 8.00套

防火、防汛抢险预计租车费 1.00台

森林防火、防汛演练 2.00次

更换购买防汛、森林防火物资
及救援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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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防灾减灾效果，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灾害防治的体
制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在火情或汛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展开
救火、防洪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森林及水库环境 保持良好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火、防汛意识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防火期、防汛期会议的顺利召开，安排好防火期、
防汛期的工作，更好的应对突发状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防汛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预防和扑救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杜绝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维护生态平衡，促使林业发展；进行防
汛演练，保证在遇到汛情的时候能及时作出反应，及时转移受灾群众，杜绝百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平安扫黑除恶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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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宣传车辆走村入户宣传扫黑除恶，制作宣传横幅及手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平安扫黑除恶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宣传车辆走村入户播放扫黑除恶音频，制作宣传横幅张贴在各个村、社区，发放宣传手写，加大扫黑除恶
宣传力度，营造全民扫黑的浓厚氛围，杜绝黑恶势力的出现，及恶性事件的发生，营造平安含增的社会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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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横幅及手册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85.00,金额：17000.00

宣传车辆燃油费 数量：1.00,单位：台,单价：3000.00,金额：3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车辆燃油费 1.00台

宣传横幅及手册 20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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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扫黑除恶宣传力度，营造全民扫黑的浓厚氛围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宣传车辆下村入户，提高人民群众的扫黑意识，加大扫
黑除恶的宣传力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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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作宣传资料、标语、手册，各类安全检查、巡查，购买安全应急用品用具，举办各类安全培训、会
议。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对场镇企业、矿山人员的安全培训，召开全镇安全生产会议，加强安全巡逻，保证安全生产资料的印
刷及使用，努力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在从业人员的心中筑起一道安全意
识的“墙”，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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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安全生产

数量：4.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80000.00

安全生产宣传标语 数量：20.00,单位：套,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4.00项

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2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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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安全生产方面宣传工作，进一步浓化安全生产意
识，确保安全生产落到实处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生产意
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安全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安全部门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含增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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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含增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含增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461006

项目概况

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制作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横幅、展板、手册等，购买环保工作的基本办公用
品及耗材。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确保环境保护工作开展顺利，打造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美好环境，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生态环境氛围，使生态环境意识深入人心，并保障生态环境工作的基本工
作需求，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得到和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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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广告费 数量：6.00,单位：套,单价：1000.00,金额：6000.00

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办公用品、办公耗材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4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广告费 6.00套

办公用品、办公耗材 4.00次

环境污染应急预案 1.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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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确保环境保护工作开展顺利，
打造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美好环境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生态环境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生态环境工作的基
本办公需求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营造浓厚的生态环境氛围，使生态环境意识深入人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