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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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乡村振兴政策宣传海报（展板）及政策宣传手册，开展乡村振兴技术培训、考察学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全镇基础设施建设，把各村的特色产品推出去，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大力扶持致富能手带头致
富，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
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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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单位：套,单价：3000.00,金额：15000.00

技术培训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15000.00

考察学习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考察学习 4.00次

宣传资料 5.00套

技术培训 5.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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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武装宣传标语，购置迷彩作训服等设备，完成民兵点验、整组、应急分队建设，组织应征青年报
名入伍、兵役登记、上站体检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做好武装宣传工作，树立党员干部党管武装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调整和改进民兵组织建设，加强
基层连队建设，扎实完成年度兵役登记及征兵工作，为部门输送优质兵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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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干民兵培训、点验，上站体
检

数量：100.00,单位：人,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应征青年报名入伍、兵役登
记、上站体检

数量：50.00,单位：人,单价：2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基干民兵培训、点验 100.00人

应征青年报名入伍、兵役登
记、上站体检

5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巩固基础国防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政府汛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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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建立健全防汛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培训，做好汛期隐患排查与治理，汛期应急物资储备、举行应
急演练，发放汛期值班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政府汛期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立健全防汛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培训，提高防范意识及防汛能力，加强汛期隐患排查与治理，备齐
防汛物资，建实抢险队伍，做好防汛值班，确保汛期安全，保证群众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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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物资储备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应急演练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汛期值班补助 数量：60.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30000.00

数量指标

应急演练 1.00次

应急物资储备 1.00套

汛期值班补助 6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汛期隐患排查与治理，备齐防汛物资，建实抢险
队伍，做好防汛值班，确保汛期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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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便民服务中心相关工作制度、代办服务事项、代办人员公示栏等，服务大厅硬件设备维修、各服
务窗口标牌和工作人员桌牌，增添便民座椅、档案柜，办公用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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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便民服务中心阵地建设（办公用品使用及维护等）;及时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及学习教育活动；努
力营造宣传氛围；完成视频监控系统改造升级，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机制，
规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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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座椅、档案柜，办公用品 数量：5.00,单位：套,单价：3000.00,金额：15000.00

便民服务中心相关工作制度、
公示栏、各服务窗口标牌和工
作人员桌牌

数量：5.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25000.00

数量指标

便民服务中心相关工作制度、
公示栏、各服务窗口标牌和工
作人员桌牌

5.00套

便民座椅、档案柜，办公用品 5.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政府公共服务
机制，规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管理，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方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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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3 科目名称： 机关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 3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购置机关职工办公用品及办公设备的维修维护；支付机关食堂职工工作用餐；支付机关院内清洁卫生
等物业管理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服务支出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机关正常运行，保证机关各办公室内基本办公用品的使用，保证机关职工工作用餐，保证机关院内的
清洁卫生及安全，为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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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费
数量：2.00,单位：人,单价：20000.00,金额：
40000.00

食堂就餐
数量：20000.00,单位：人,单价：14.00,金额：
280000.00

办公用品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食堂就餐 20000.00次

办公用品 1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改善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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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资料，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开展网格化环境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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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管理资源，提升管理职能，建立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依托基层网格员，力
争环境监管全覆盖，提升群众觉悟，树立人民群众环境意识，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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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资料
数量：10.00,单位：套,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网格化环境检查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制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资料 10.00套

网格化环境检查 10.00次

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整合管理资源、提升管理职能、改善环境质量、保障
环境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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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手册资料，发放森林防火值班补助，森林防灭火安全巡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健全机制，充实设备，完善扑救预案；广泛宣传，警钟长鸣，增强防火意识；强化值班，掌握火情，科学
防灾救灾；预防和扑救火灾，杜绝老百姓财产受损，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使林业发展，为方
水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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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防火巡查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250.00,金额：5000.00

宣传教育手册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森林防火值班补助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森林防火值班补助 20.00人

森林防火巡查 20.00次

宣传教育手册资料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杜绝老百姓财产受损，保护生态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综治维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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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8 科目名称： 信访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宣传画及宣传手册，举办维稳综治人员培训，处理信访事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综治维稳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健全综治维稳机制，做好信访维稳排查温控工作，及时消化矛盾纠纷隐患，做好禁毒、禁赌工作，保证宣
传教育工作到位，提升群众法制意识，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确保经济发展与维稳工作得到和谐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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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维稳综治人员培训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处理信访事件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处理信访事件 20.00次

维稳综治人员培训 19.00次

宣传资料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有利于更好的开展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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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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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召开本年度人代会，组织人大代表培训、调研、考察学习，征订人大报刊杂志，制定人大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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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人大代表的培训学习，提高人大代表履职潜力；依法召开好人代会，依法行使法定职权，不断加强人
大代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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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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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调研、考察学习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人代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2.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人代会 2.00次

培训、调研、考察学习 2.00次

宣传资料 2.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发挥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代表参政议政能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建及档案管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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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户外展板、横幅、文化墙更换；完成上级下达的党报党刊征订任务；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党务
工作业务培训、党委领导带头讲党课、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发展党员、党员警示教育、典型培训等，
对全年档案进行整理、管理。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建及档案管理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党内会议、组织生活及专项活动；完成发展党员及党员、党务干部、专业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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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党建宣传氛围营造（标语、宣传栏、宣传资料等）；完
成档案管理、归档整理及数字化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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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展板、横幅、文化墙 数量：6.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档案整理、管理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10000.00,金
额：10000.00

党报党刊征订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10000.00,金
额：10000.00

党内会议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党报党刊征订 1.00日期区间内

党内会议 20.00次

户外展板、横幅、文化墙 6.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党建宣传阵地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增强党
组织凝聚力等。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纪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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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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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纪检宣传标语（展板），建成纪检谈话室，办理纪检案件，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订阅纪
检监察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纪检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宣传学习教育，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能力；狠抓风气监督，确保镇村换届工作圆满成功；完善监督
体系，做好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象，进一步打造阳光透明政府，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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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纪检案件 数量：5.00,单位：个,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纪检谈话室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4.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 4.00套

办理纪检案件 5.00个

纪检谈话室 1.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河长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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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召开河长制工作例会，制作宣传资料，清理镇域内河道垃圾、淤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河长制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强化宣传政策，树立增强环保意识，完成河长制工作宣传、日常监管及年度考核，确保辖区内河流及水库
水质持续好转，扎实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满意度，为方
水各项建设提供良好的河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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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河道垃圾、淤泥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40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河长制工作例会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河长制工作例会 10.00次

清理河道垃圾、淤泥 20.00次

宣传资料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作用 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质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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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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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画、展板，发放宣传单手册，购买消毒器具、药品，农村垃圾集中转运。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任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做好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保护社会氛围；打
好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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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垃圾集中转运
数量：4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40000.00

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消毒器具、药品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 1.00套

农村垃圾集中转运 40.00次

消毒器具、药品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实现天蓝地緑水青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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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两个社区的垃圾转运、垃圾运输车的保养维修、场镇管理与服务费用、场镇路灯、公厕等基础设施维
护。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推进城镇节能减排，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为老
百姓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城市设施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提高
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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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镇路灯、公厕等基础设施维
护

数量：1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30000.00

场镇管理与服务费用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社区垃圾转运
数量：3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场镇管理与服务费用 10.00次

社区垃圾转运 30.00次

场镇路灯、公厕等基础设施维
护

15.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舒适生活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白玉枇杷节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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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199 科目名称：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开展大型文艺演出搭建舞台，排练节目等费用，制作宣传单、宣传扇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白玉枇杷节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一年一度的白玉枇杷节顺利完成，以果会友，以果聚情，推动白玉村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与经济技术合
作，全方位展示白玉村丰富的水果文化资源优势、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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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枇杷节文艺汇演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白玉枇杷节文艺汇演设备费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白玉枇杷节文艺汇演 1.00次

白玉枇杷节文艺汇演天数 5.00天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积极性，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方水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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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方水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培均 联系电话： 3417018

项目概况

制作食品安全宣传资料，举办食品药品安全培训，食品药品安全日常监管检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食品药品宣传、日常监管及年度考核，深入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提高群众的安全用药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加强对农村餐饮安全的分类指导和宣传教育，减少群发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努力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确保地区食品安全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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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日常监管检查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安全培训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安全培训 10.00次

宣传资料 1.00套

日常监管检查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服务群众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