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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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401 科目名称： 生态保护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辖区内，环境综合治理的宣传，保障公共设施正常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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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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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力度，秸秆禁烧的检查督促工作的进行，落实开展
此项工作的设备，购买消毒器具、药品，环境清扫整治，提高我镇生态环境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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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宣传其他相关工作

数量：100.00,单位：次,单价：150.00,金额：
15000.00

垃圾集中清运费及设施维修维
护

数量：25.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25000.00

数量指标
环境保护宣传 1000.00人

生态环境保护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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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全镇环保工作有序开展，全民环保意识持续提高，
辖区更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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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及卫生健康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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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完成食品药品宣传、日常监管及年度考核，确保辖区内不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监督检查及卫生健康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的检查，做好食品药品的监督工作和宣传工作，为此项工作提供设备和人员经费，开展
安全检查人员的培训工作，未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利条件，确保全年无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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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及卫生健康
检查及宣培训活动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检验设备维护及其他相关工作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200.00次

检验设备维护及其他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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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食品药品市场，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提高卫生健
康意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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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3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机关食堂、办公楼日常维护费用，机关后勤保障，确保机关正常运转，提高机关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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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其他工作
数量：3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60000.00

办公楼日常维护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60000.00

机关食堂日常费用
数量：10000.00,单位：次,单价：20.00,金额：
200000.00

数量指标 办公楼日常维护 2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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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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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护林防
火工作顺利开展，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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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护林防火检查及宣传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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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护林防火工作顺利开展，防范森林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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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动宣传巡逻车进行禁烧宣传
巡逻等

数量：100.00,单位：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固定宣传墙、过街宣传标语
数量：10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固定宣传墙、过街宣传标语 1.00个

出动宣传巡逻车进行禁烧宣传
巡逻等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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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无森林火灾发生，提高人民群众护林防火意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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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314 科目名称： 防汛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保障汛期工作正常运转，做好防汛物质储备、防汛应急队伍建设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防汛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在汛期时建立防汛应急队伍建设，及时在汛期发生大暴雨时有序应对，做好防汛物质储备、提高我镇防汛
灾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确保汛期时老百姓正常生活和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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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安全宣传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防汛物质储备及应急队伍建设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防汛安全宣传 1.00人

防汛安全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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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度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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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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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规范整理案卷归档，有效保存工作资料，方便档案查询，加强党建宣传，提升组织建设，召开好党员
代表会议，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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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党建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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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工
作的开展，宣传了党员的形象，树立了政府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我镇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进步不强
化党员的意识，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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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培训及其他工作

数量：20.00,单位：个,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党建宣传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党建工作 100.00次

会议培训及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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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建宣传阵地建设，使老百姓认可党的领导坚定
跟党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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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柑橘产业发展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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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开展技术培训，为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加强品牌建设，做好商标注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产品知名
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柑橘产业发展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柑橘产业发展，连片发展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果农经济收入增加，增强产业竞争力，促使产业健
康持续发展，拉动群创业积极性，推动全镇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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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建设、商标注册维护及产
品宣传

数量：3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其他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开展技术培训及新技术新品种
拓展考察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40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品牌建设、商标注册维护及产
品宣传

10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柑橘产业发展，果农经济收入
增加

增强产业竞争力，促使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应急抢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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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设立应急方案，成立应急队伍，实施应急演练，确保有序应对突发事件发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应急抢险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应对镇上2021年突发事件，森林防火、防汛安全、人与动物疫情疾病、交通安全、等突发大事
件的发生，印发宣传单，培养群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习惯，确保我镇2021年安全稳定，确保群众的
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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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宣传资料，对应急事件处
置进行演练

数量：100.00,单位：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0

应对突发事件20次，储备应急
物资

数量：100.00,单位：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应急事件处置 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持续 长期坚持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 顺利处置事件，确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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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道路安全隐患排除修复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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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排查乡村道路安全隐患，有安全隐患点及时作出安全标识，以便老百姓查看，及时整改隐患点，确保
道路安全畅通，老百姓及时出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乡村道路安全隐患排除修复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进一步加强安全道路隐患的排查和监管、在道路安全应急处置时，为确保此项工作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提
供工作经费，有效的保证了道路安全隐患排除修复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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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安全标致制作及其他
相关工作

数量：20.00,单位：个,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安全隐患处置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道路交通安全标致制作及其他
相关工作

1.00人

群众安全出行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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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排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社会和谐
平安。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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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用于正确引导、宣传疫情防控，严格控制疫情，一旦发生疫情，启动应急机制，以预防为主的确保人
员、畜牧生产安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规范动物防疫，提高非洲猪瘟防控防治力度，有效完成春秋两季一并预防，确保畜牧生产安，结合实际展
开新冠疫情的防控，严格把关中高风险地区会像人员的监控，核查外地会像人员的核酸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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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

数量：300.00,单位：次,单价：100.00,金额：
30000.00

宣传正确对待疫情
数量：300.00,单位：次,单价：1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疫情防控 1000.00次

疫情防控 450.00个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正确对待疫情 常态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90%以上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生态养殖发展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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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召集养殖大户开展技术培训，做好生态养殖产业发展技术指导，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确保农民增收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生态养殖发展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开展技术培训4次，带领养殖大户学习养殖技术，做好生态养殖产业发展技术指导，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宣传产品，注册商标等工作，带动群众创业积极性，确保农民增收，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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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技术培训,新技术新项目拓
展考察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产品宣传、商标注册及其他工
作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带动群众发展创业 100.00人

产品宣传、商标注册 1.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产业发展 对生态养殖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及大调解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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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2021年用于日常信访协调工作、重大节日及节点的信访维稳及重点人员盯防及守护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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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维稳及大调解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调节上访人员，外出接访，召开会议，健全信访维稳工作长效机制，强化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离地，妥善化
解社会矛盾，举办维稳综治人员培训，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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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会议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乡村信访维稳监控及外出接访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乡村信访维稳监控 1.00人

维护社会稳定 1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工作 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和谐问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网格化环境检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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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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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化环境检测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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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辖区环境违法案件和环境信访
的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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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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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单位：次,单价：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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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工作 1000.00人

网格化管理 10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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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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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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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2021年用于开展平安乡镇、村、社区、工厂、学校创建活动、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等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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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平安创建，安全知识的培训，安全宣传单的发放，培养群众养成重视安全的好习惯，确保各村稳定，
维护村级道路安全隐患的应急排除，确保平安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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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工作

数量：10.00,单位：个,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500.00人

平安创建工作 2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懂法守法，化解矛盾 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便民中心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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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2021年用于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维护及阵地和队伍建设支出；完成政策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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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和基层组织服务群众
能力。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便民中心运行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树立服务中心工作环境，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优化便民中的设施设备，培养服务态度好的工作人员，树
立好政府在为民办事的良好形象，在办公设备、人员等方面进一步强加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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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中心设施维护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规章制度完善及效能培训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规章制度完善及效能培训 100.00人

便民服务工作 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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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服务水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基础设施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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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场镇道路修复、排洪沟清理、街道秩序维护，路灯等基础设施维护，改善场镇居民居住条件，使基础
设施安全正常使用，维护场镇正常运行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基础设施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垃圾清运，道路，井盖等场镇设施的维护，改善场镇居民居住条
件，使基础设施安全正常使用，为全镇老百姓带来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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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镇道路修复、路灯、井盖等
场镇基础设施维护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场镇排洪沟清理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场镇维护 100.00人

场镇道路修复、路灯、井盖等
场镇基础设施维护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场镇正常运行 场镇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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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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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考察适合我镇经济发展的农业市场，带领有意向的投资商投资我镇的项目，推动我镇经济发展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拓宽招商思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狠抓招商引资工作落实，加强与开发商联系沟通，增加财税收入，
增加用工人数，解决群众就业问题跟踪落实在谈项目，推动我镇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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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数量：1.00,单位：人,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招商引资活动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招商引资活动 10.00次

增加了用工数量 1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加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群众就业机会，带动了群众积极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部门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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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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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纪检部门宣传，办公费，办理纪检案件等，制作纪检宣传标语（展板），建成纪检谈话室，
办理纪检案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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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监察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案件办理、完成村级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培训、完成村监委会成员培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
清气正环境，强化纪委监督职能，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做纪检工作的档案归档工作，督查办好纪委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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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谈话室建设及档案归档等
工作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纪检办案、会议及其他工作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纪检办案、会议及其他工作 10.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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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监督职能，促进党风政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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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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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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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代表之家建设，镇人大代表考察调研等方式，确保2021年人大及人大代表工作站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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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促政府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困难，提升群众满意度，做好人大代表之家的沟通工作，开好人大代表会
议，做好基层人大代表工作，依法行使法定职权，不断加强代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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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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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换届宣传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换届宣传及其他工作 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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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工作开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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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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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乡村振兴资料组卷，确保乡村振兴工作顺利进行，外出考察学习乡村振兴经验，让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大力整治镇、村环境“脏乱差”现象，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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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农村工作项目的开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用于乡村振兴资料组卷，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升
人民幸福指数，确保乡村振兴工作顺利进行，从而达到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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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组卷及其他工作

数量：100.00,单位：次,单价：200.00,金额：
20000.00

宣传、发展乡村振兴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
60000.00

数量指标
乡村振兴 1000.00人

乡村振兴组卷及其他工作 1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老百姓发展积极性 增强群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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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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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427202

项目概况

人武工作宣传，民兵点验、整组，应急分队建设管理，征兵工作出差费用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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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制作武装宣传标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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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武装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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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作训应急演练及其他相关
工作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新兵征集宣传及征集工作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武装工作 1000.00人

新兵征集宣传及征集工作 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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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到位，提高民众入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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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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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西屏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西屏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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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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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河长制工作的宣传的资料存档工作，巡逻、检查河道安全，对河道治理等有效的制定方案、措施等提
供设备和人员提供经费保障，有效的保证了河长制工作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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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保护河流管理会议及宣
传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水域环境治理及其他相关工作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水域环境治理 500.00人

河长制工作 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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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保护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