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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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用于购买扑火物资、护林员队伍建设、野外火源巡查、印制防火宣传资料等。召开森林防火会议。落
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坚持以宣传为前提，集中排查森林防火和林业平安生产隐患，以落实责任为重
点，以消除隐患为目的，不放过一个细节，不留存一处盲区，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和林业安
全防范意识，力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森林防火和林业平安生产的良好局面。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森林防火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善森林防火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和责任倒查制度，对森林防火危险点进行全面排查，明确每个安全责任
区域的责任人和联系方式，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严格奖惩措施，追究连带责任。通过加大森林防火投入，
推动森林防火工作深入开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做好防火措施，防止发生山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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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防火物资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300.00,金额：1200.00

宣传资料及宣传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召开森林防火会议 数量：47.00,单位：人,单价：400.00,金额：18800.00

数量指标
完成召开会议，订阅相关报刊
杂志，宣传资料和宣传费，购
买防火物资

4.00次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安全、食品、药品监督检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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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安全专题会，制作宣传标语、印制宣传资料，加强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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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安全、食品、药品监督检查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群众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品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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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625.00,金额：1250.00

各类安全培训、会议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

制作宣传资料、标语、手册、
订购安全类报刊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250.00,金额：5000.00

各类安全检查、巡查 数量：3.00,单位：度,单价：1250.00,金额：3750.00

购买安全应急用品用具 数量：5.00,单位：批,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差旅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资料、标语、手册、
订购安全类报刊，各类安全检
查、巡查，购买安全应急用品
用具，召开各类安全培训、会
议

28.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群众生产生活、食品药品安全，营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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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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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纪检会议，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办理纪检案件等工作，建设纪律严明，作风廉洁的队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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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纪检队伍规范化建设，强化监督职能，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紧跟省纪委省监委工作步伐，召开
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议，研究部署我乡纪检监察工作；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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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2000.00

订购纪检书刊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警示教育宣传 数量：9.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8000.00

纪检案件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警示教育宣传、纪检案件办
理，订购纪检书刊

15.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强化纪检监察，及时发现纠偏惩前毖后，通过常态化
监督推动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觉在党的领导下、
在党纪国法约束下开展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群众满意
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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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通过重要路段、交通要道等地方的小天网实时监控及平安创建宣传，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发
生重大刑事、民事案件。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社会稳定、职安次序良好、百姓安居乐业，营造和谐平安的生活环境。以乡村安定为目标，抓好乡村的治
安防范、帮教、调解、普法等工作，规范目标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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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法制宣传标语、专栏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600.00,金额：3600.00

差旅费 数量：25.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2000.00

小天网运行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3600.00,金额：14400.00

数量指标
制作法制宣传标语、专栏、发
放宣传传单、手册，小天网运
行费用支出

35.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职安次序良好、百姓安居乐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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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乡人大代表会，组织人大代表定期视察、调研，组织人大考察等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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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乡人大、群团顺利开展活动。开展人大业务工作。弥补公用经费不足，用于印刷，培训、公务出访、
常委调研、人大宣传、预算监督等业务支出。保障乡人大代表活动的正常开张，依法履行人大代表法定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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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
8000.00

2021年人大考察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购买相关报刊杂志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6000.00

组织召开乡人大代表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4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召开乡人大代表会，人大
考察、差旅费

3.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当好群众发言人作用 、做好
群众间桥梁纽带作用、参谋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人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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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加大环保宣传，加强对雁门硫铁矿的污水排放监测力度，保障环保工作开展，营造环保氛围，提高全
乡环保意识，保障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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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开展“蓝天行动”“碧水行动”和“净土行动”，全
面 提升监管履职能力，切实改善全乡环境质量，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提高全乡环保意识，保障全乡生态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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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铁矿水质监测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6000.00

宣传资料印制、订购环保书刊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差旅费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1125.00,金额：9000.00

秸秆禁烧宣传与巡查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印制、订购环保书
刊，硫铁矿水质监测，秸秆禁
烧宣传与巡查

1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全乡群众环保意识、促进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动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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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组织征兵宣传，兵役征集，购买民兵装备，组织民兵训练，营造参加入伍良好氛围，保障应急抢险能
力。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动员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强军目标，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严格执行党管武装的
各项制度，完成民兵整租、兵役登记、 年度征兵等各项工作任务，有力促进我乡基层武装工作再上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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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役征集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40000.00

民兵购买装备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兵役征集及宣传，民兵训练及
购买装备

4.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开展的促进作用
营造参军入伍光荣的良好氛围、组织训练民兵确保应
急抢险工作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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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保障全乡全年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垃圾车运行维护、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正
常运转，宣传动员营造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营造宜居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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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车运行维护及垃圾清运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0000.00,金额：
40000.00

制作宣传标语、广告、宣传册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环境卫生整治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垃圾车运行维护及垃圾清运
费，环境卫生整治，制作宣传
标语、广告、宣传册

19.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改善城乡生态环
境、促进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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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服务型政府建设、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便民服务中心网络服务、印制便民服务中心
宣传资料、保障便民服务中心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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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便民服务中心行政高效运转，提高便民服务中心环境，进一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深化“放管
服”为抓手，强力推进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革，不断构建更具活力的服务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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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站标准化
建设宣传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496.00,金额：4960.00

网络服务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0000.00,金额：
40000.00

差旅费 数量：63.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5040.00

数量指标
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站标准化
建设宣传，便民中心网络服务
费

7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方便群众办事、少跑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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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8 科目名称： 信访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议、制作宣传氛围，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群众对政府
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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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社会稳定、拓宽与群众联系的渠道，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信访事件的危害， 指导和规
范各类信访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对和处置突发信访事件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妥
善处理信访事件，确保本乡信访维稳工作的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化解矛盾，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沟通，
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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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750.00,金额：1500.00

制作宣传标语（海报）、订购
报刊

数量：11.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
16500.00

差旅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议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

加强对老上访户、缠访户的管
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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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标语（海报）、订购
报刊，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
议，"加强对老上访户、缠访户
的管控力度 "

3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正确引导群众，加强法制教育，社会稳定、和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汛及河长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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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村级巡河员业务培训会，清理河道、加强河道环境管理、营造宣传氛围、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更新防汛设施设备，临时安置点经费，保障汛期安全度汛工作
顺利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防汛及河长制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保证汛期能够安全度
汛。一是加密汛情的研判和安排部署。二是加强清淤扫障，减少输水损耗。三是及时对防汛抗旱设备的维
护、维修、保养。四是加强用水管理及用电安全和防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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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标语、标牌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280.00,金额：
12800.00

河道清理劳务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开展防汛巡逻及河道保护
数量：40.00,单位：人次,单价：680.00,金额：
27200.00

数量指标
开展防汛和巡河员培训及河道
保护，汛期排危、河道清理劳
务费，制作宣传标语、标牌

64.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提高全乡群众环保意
识、促进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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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用于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保障乡镇污水管网正常运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围绕水污染减排，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强化高效联动工作机制，强力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场镇按
照“先截流后分流”原则，补建污水主管网，实施小区雨污分流，道路同步建设污水管网并形成体系。尽
快完善场镇污水管网体系，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益，有效改善乡镇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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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 1.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乡镇污水管网正常运行，强化污水治理，保障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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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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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化各村环保责任，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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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乡政府为责任主体，明确环境监管职能，在全乡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实现对各自环境监管区域和内容的全方位覆盖、无缝隙管理，构建一个覆盖全乡、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
环境监管网络，及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做到环境监管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达到保障全
乡环境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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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 数量：25.00,单位：人,单价：400.00,金额：10000.00

网格化相关工作运行经费
数量：10.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宣传资料及宣传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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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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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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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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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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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村（社区）换届选举、各党支部阵地建设、3+2书记项目、党代会、党建宣传、党员培训、中心组学
习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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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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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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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警示教育协助党员干部筑牢“防腐墙”，营造廉洁公正的良好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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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党建宣传海报（展板）、
订购党建书刊

数量：2.00,单位：项,单价：11000.00,金额：
22000.00

差旅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4000.00

七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2000.00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2000.00

数量指标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七
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组织党
员培训，制作党建宣传海报

19.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推进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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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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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警示教育协助
党员干部筑牢“防腐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及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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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脱贫攻坚专项会议，组织脱贫业务培训，制作宣传标语、展板，印制扶贫资料等，精准脱
贫、“回头帮、回头看”帮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及“五个一”帮扶，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
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回头帮、回头看”帮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及“五个一”帮扶，农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环
境持续优良，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保障
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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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壮大考察
学习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扶贫工作差旅费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6000.00

制作扶贫资料、宣传标语、展
板、农民夜校等相关

数量：4.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脱贫攻坚业务培训
数量：15.00,单位：人次,单价：400.00,金额：
6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脱贫业务培训，制作宣传
标语、展板，印制扶贫资料等

28.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杜绝返贫发生，建成江油北部乡村旅游集结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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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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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机关机关食堂、周转房运转、维修、维护经费、设施设备维修、办公用品及耗材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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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机关正常运转，提高机关服务管理水平。紧紧围绕乡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坚持为机关服
务、为基层服务的思想，做好行政、后勤各项工作，确保机关和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为本乡完成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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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办公楼设施设备维修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机关食堂运行费用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40000.00,金额：
160000.00

机关办公用品及耗材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机关办公楼设施设备维修，机
关办公用品及耗材，机关伙食
团运行费用

3.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工作开展、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干部、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安全、食品、药品监督检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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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安全专题会，制作宣传标语、印制宣传资料，加强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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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安全、食品、药品监督检查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群众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品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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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625.00,金额：1250.00

各类安全培训、会议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

制作宣传资料、标语、手册、
订购安全类报刊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250.00,金额：5000.00

各类安全检查、巡查 数量：3.00,单位：度,单价：1250.00,金额：3750.00

购买安全应急用品用具 数量：5.00,单位：批,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差旅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资料、标语、手册、
订购安全类报刊，各类安全检
查、巡查，购买安全应急用品
用具，召开各类安全培训、会
议

28.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群众生产生活、食品药品安全，营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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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服务型政府建设、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便民服务中心网络服务、印制便民服务中心
宣传资料、保障便民服务中心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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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便民服务中心行政高效运转，提高便民服务中心环境，进一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深化“放管
服”为抓手，强力推进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革，不断构建更具活力的服务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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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站标准化
建设宣传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496.00,金额：4960.00

网络服务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0000.00,金额：
40000.00

差旅费 数量：63.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5040.00

数量指标
机关及各村便民服务站标准化
建设宣传，便民中心网络服务
费

7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方便群众办事、少跑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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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保障全乡全年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垃圾车运行维护、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正
常运转，宣传动员营造氛围，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营造宜居环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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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车运行维护及垃圾清运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10000.00,金额：
40000.00

制作宣传标语、广告、宣传册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环境卫生整治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垃圾车运行维护及垃圾清运
费，环境卫生整治，制作宣传
标语、广告、宣传册

19.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城乡环境治理、改善城乡生态环
境、促进城乡环境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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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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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村（社区）换届选举、各党支部阵地建设、3+2书记项目、党代会、党建宣传、党员培训、中心组学
习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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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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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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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警示教育协助党员干部筑牢“防腐墙”，营造廉洁公正的良好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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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党建宣传海报（展板）、
订购党建书刊

数量：2.00,单位：项,单价：11000.00,金额：
22000.00

差旅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2000.00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4000.00

七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2000.00

数量指标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七
一主题活动、党委中心组学
习、党员先进性教育，组织党
员培训，制作党建宣传海报

19.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推进党建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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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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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警示教育协助
党员干部筑牢“防腐墙”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及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汛及河长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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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村级巡河员业务培训会，清理河道、加强河道环境管理、营造宣传氛围、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更新防汛设施设备，临时安置点经费，保障汛期安全度汛工作
顺利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防汛及河长制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保证汛期能够安全度
汛。一是加密汛情的研判和安排部署。二是加强清淤扫障，减少输水损耗。三是及时对防汛抗旱设备的维
护、维修、保养。四是加强用水管理及用电安全和防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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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标语、标牌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280.00,金额：
12800.00

河道清理劳务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开展防汛巡逻及河道保护
数量：40.00,单位：人次,单价：680.00,金额：
27200.00

数量指标
开展防汛和巡河员培训及河道
保护，汛期排危、河道清理劳
务费，制作宣传标语、标牌

64.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提高全乡群众环保意
识、促进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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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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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机关机关食堂、周转房运转、维修、维护经费、设施设备维修、办公用品及耗材等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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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机关正常运转，提高机关服务管理水平。紧紧围绕乡中心工作，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坚持为机关服
务、为基层服务的思想，做好行政、后勤各项工作，确保机关和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为本乡完成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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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办公楼设施设备维修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机关食堂运行费用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40000.00,金额：
160000.00

机关办公用品及耗材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机关办公楼设施设备维修，机
关办公用品及耗材，机关伙食
团运行费用

3.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促进工作开展、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干部、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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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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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纪检会议，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办理纪检案件等工作，建设纪律严明，作风廉洁的队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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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纪检队伍规范化建设，强化监督职能，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紧跟省纪委省监委工作步伐，召开
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议，研究部署我乡纪检监察工作；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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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2000.00

订购纪检书刊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警示教育宣传 数量：9.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8000.00

纪检案件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警示教育宣传、纪检案件办
理，订购纪检书刊

15.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强化纪检监察，及时发现纠偏惩前毖后，通过常态化
监督推动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觉在党的领导下、
在党纪国法约束下开展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群众满意
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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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通过重要路段、交通要道等地方的小天网实时监控及平安创建宣传，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发
生重大刑事、民事案件。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平安创建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社会稳定、职安次序良好、百姓安居乐业，营造和谐平安的生活环境。以乡村安定为目标，抓好乡村的治
安防范、帮教、调解、普法等工作，规范目标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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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法制宣传标语、专栏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600.00,金额：3600.00

差旅费 数量：25.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2000.00

小天网运行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3600.00,金额：14400.00

数量指标
制作法制宣传标语、专栏、发
放宣传传单、手册，小天网运
行费用支出

35.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职安次序良好、百姓安居乐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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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乡人大代表会，组织人大代表定期视察、调研，组织人大考察等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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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乡人大、群团顺利开展活动。开展人大业务工作。弥补公用经费不足，用于印刷，培训、公务出访、
常委调研、人大宣传、预算监督等业务支出。保障乡人大代表活动的正常开张，依法履行人大代表法定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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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单位：人次,单价：80.00,金额：
8000.00

2021年人大考察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购买相关报刊杂志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6000.00

组织召开乡人大代表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4000.00,金额：8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召开乡人大代表会，人大
考察、差旅费

3.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当好群众发言人作用 、做好
群众间桥梁纽带作用、参谋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人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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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加大环保宣传，加强对雁门硫铁矿的污水排放监测力度，保障环保工作开展，营造环保氛围，提高全
乡环保意识，保障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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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开展“蓝天行动”“碧水行动”和“净土行动”，全
面 提升监管履职能力，切实改善全乡环境质量，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提高全乡环保意识，保障全乡生态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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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铁矿水质监测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6000.00

宣传资料印制、订购环保书刊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差旅费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1125.00,金额：9000.00

秸秆禁烧宣传与巡查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宣传资料印制、订购环保书
刊，硫铁矿水质监测，秸秆禁
烧宣传与巡查

1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全乡群众环保意识、促进全乡生态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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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脱贫攻坚专项会议，组织脱贫业务培训，制作宣传标语、展板，印制扶贫资料等，精准脱
贫、“回头帮、回头看”帮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及“五个一”帮扶，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
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脱贫攻坚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回头帮、回头看”帮扶、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及“五个一”帮扶，农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环
境持续优良，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保障
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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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壮大考察
学习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扶贫工作差旅费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6000.00

制作扶贫资料、宣传标语、展
板、农民夜校等相关

数量：4.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8000.00

脱贫攻坚业务培训
数量：15.00,单位：人次,单价：400.00,金额：
6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脱贫业务培训，制作宣传
标语、展板，印制扶贫资料等

28.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杜绝返贫发生，建成江油北部乡村旅游集结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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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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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化各村环保责任，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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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乡政府为责任主体，明确环境监管职能，在全乡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
实现对各自环境监管区域和内容的全方位覆盖、无缝隙管理，构建一个覆盖全乡、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
环境监管网络，及时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做到环境监管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达到保障全
乡环境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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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 数量：25.00,单位：人,单价：400.00,金额：10000.00

网格化相关工作运行经费
数量：10.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宣传资料及宣传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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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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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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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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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501 科目名称： 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用于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保障乡镇污水管网正常运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围绕水污染减排，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强化高效联动工作机制，强力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场镇按
照“先截流后分流”原则，补建污水主管网，实施小区雨污分流，道路同步建设污水管网并形成体系。尽
快完善场镇污水管网体系，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益，有效改善乡镇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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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 1.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乡镇污水管网正常运行，强化污水治理，保障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武装动员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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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组织征兵宣传，兵役征集，购买民兵装备，组织民兵训练，营造参加入伍良好氛围，保障应急抢险能
力。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武装动员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强军目标，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严格执行党管武装的
各项制度，完成民兵整租、兵役登记、 年度征兵等各项工作任务，有力促进我乡基层武装工作再上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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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役征集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40000.00

民兵购买装备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兵役征集及宣传，民兵训练及
购买装备

4.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开展的促进作用
营造参军入伍光荣的良好氛围、组织训练民兵确保应
急抢险工作保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及农村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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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保障农业、畜牧、林业、乡村振兴等农村工作运行，印制相关宣传资料，保障农村工作顺利开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及农村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打造枫顺乡藏龙潭、小坝村红叶、龙池村精品民宿等乡村旅游景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大力发展蓝莓
产业、香菇产业和猕猴桃等枫顺特色农产品，打造枫顺特色品牌。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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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畜饮水管道维护及维修、场
镇清洁设施更换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乡村振兴、农业、畜牧、林业
相关宣传资料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20000.00

农村路灯照明及维修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乡村振兴及农村相关工作运行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乡村振兴、农业、畜牧、林业
相关宣传资料及相关工作开
展，人畜饮水管道维护及维
修、场镇清洁设施更换，农村
路灯照明及维修费

14.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全乡农村工作顺利开展、保障农业经济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枫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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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8 科目名称： 信访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枫顺乡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枫顺乡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08163799100

项目概况

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议、制作宣传氛围，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和沟通，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群众对政府
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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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社会稳定、拓宽与群众联系的渠道，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信访事件的危害， 指导和规
范各类信访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对和处置突发信访事件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妥
善处理信访事件，确保本乡信访维稳工作的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化解矛盾，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沟通，
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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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相关报刊杂志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750.00,金额：1500.00

制作宣传标语（海报）、订购
报刊

数量：11.00,单位：次,单价：1500.00,金额：
16500.00

差旅费 数量：4.00,单位：度,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议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

加强对老上访户、缠访户的管
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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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制作宣传标语（海报）、订购
报刊，召开信访维稳专题会
议，"加强对老上访户、缠访户
的管控力度 "

37.00项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正确引导群众，加强法制教育，社会稳定、和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群众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