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大额医保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99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0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2200人，生活较为困难，按破产改制后相关规定，需缴纳社会保障补充缴费、
医疗保险补贴，用于稳定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大额医保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2200社保、医疗保险，该部分人群生活较为困难，按破产改制后相关规缴纳
奋勇，维持857稳定，控制并减少上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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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社保、医疗费用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70000.00,金
额：270000.00

数量指标 补贴人数 22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缴费完成率率 ≥98%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维持857稳定，控制并减少上访人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满意度 ≥8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人大及人大代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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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锐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履行人大及人大代表工作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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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制作宣传资料，完成人大代表提案。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人大及人大代表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依法行使法定权利，不断加强代表工作，努力适应新形势，创造新亮点，完成本年度人大及人大代表提案
和其他相关工作，加强对政府行政职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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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培训、调研、考察学
习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10000.00

人大报刊及宣传资料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召开本年度人代会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0000.00,金
额：20000.00

数量指标

报送社情民意信息数量 10.00项

重要调研成果数量 2.00个

人大会议、代表培训、考察学
习人次

2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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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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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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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高万林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便民服务中心运行关系到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费主要用于召开会议、制作宣传资料、购
买办公用品、各服务窗口标牌和工作人员桌牌跟换等，保障便民服务中心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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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办公用品正常维护使用、及时开展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营造为民办
事的良好氛围，规范便民服务中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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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资料阵地建设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40000.00,金
额：40000.00

购买办公用品跟换制作标识标
牌

数量：6.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保障便民服务人员培训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便民服务中心征地建设及硬件
设备维护次数

12.00次

为群众提供服务窗口数 8.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质量指标 案件按时办结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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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防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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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1 科目名称： 行政运行

项目预算金额：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洁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我镇包含潼江、养马峡等河道，汛期压力大，防汛任务重，为确保安全度汛，我镇列入防汛经费，用
于汛期应急物质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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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汛期隐患排查治理，备齐防汛物质，建设抢险队伍，做好防汛值班，确保安全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确保潼江、养马峡等河道，在汛期压力大，防汛任务重时间段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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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汛期值班补助
数量：500.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80.00,金额：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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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汛期应急物质储备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防汛应急演练 1.00次

防汛值班 5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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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强汛期隐患排查与治理，备齐防汛物质，建设抢险
队伍，做好防汛值班，确保安全度汛，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部门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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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1 科目名称： 行政运行

项目预算金额：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邵小建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后半篇文章，我镇为做好乡村振兴这方面的工作，在2021年计划制作乡村
振兴政策宣传海报展板及政策宣传手册，开展乡村振兴业务培训，乡村振兴干部考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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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后半篇文章，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参与度和受益面，解决农村产业和农牧就
业问题，确保实现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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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乡村振兴政策宣传海报展
板及政策宣传手册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乡村振兴干部考擦学习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开展乡村振兴业务培训 数量：5.00,单位：≥,单价：4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乡村振兴技术培训、考察学习 11.00次

对乡村振兴进行评估报告数量 2.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评估报告按时完成率 ≥9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作用 确保实现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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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基础设施维护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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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厚坝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因破产改制，原生活区管理经费短缺，为保障生活区住户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维持生活
区稳定，将该费用列入2021年项目预算保障路灯、老化线路、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日常维护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基础设施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基础正常使用，满足857厂人员日常生活需要，延长基础设施使用寿命，保证基础设施功能正常发
挥，解决生活区破产改制后无资金维修维护基础设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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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国营857厂路灯、老化线路、
排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日常维护

数量：6.00,单位：≤,单价：50000.00,金额：
300000.00

路灯电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改建道路（处） 6.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受益人数 1500人受益

设施正常运转率 ≥90%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857厂人员日常生活需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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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李军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武装工作是巩固基层工作力量的重要部分，项目涉及制作宣传资料、兵役登记、组织民兵点验，整
组，应急分队建设，购买服装等方面工作，保障征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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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国防动员宣传，民兵组织整顿，兵役登记、应急演练，应征青年报名入伍等工作，巩固基层武装力
量，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征兵工作事关安全稳定，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
设融合发展，着力提升民兵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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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应征入上站体检费用
数量：100.00,单位：≥,单价：200.00,金额：
20000.00

制作武装宣传标语，购置迷彩
服等，完成民兵点验，整组，
应急分队建设

数量：3.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基础民兵培训点验 1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2021年底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民兵登记、整编，加强基层武
装力量管理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完成好春秋两季征兵工作，防汛演练，巩固基层武装
力量

征兵结果网上公开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生活困难补助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1299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厚坝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因破产改制原因导致退休职工2200人生活困难，为保障退休职工退休待遇，改善生活条
件，对退休职工每年进行一次性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生活困难补助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改善原857退休困难职工生活条件，保障日常生活开支，维持正常生活，维持857厂稳定，控制并减少上
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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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费用
数量：2200.00,单位：人,单价：1000.00,金额：
2200000.00

数量指标 一次性补助人数 22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作用 维持857厂稳定，控制并减少上访人员

补助发放的比例 ≥9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原857退休困难职工满意度 ≥8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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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召开会议、组织治安巡逻、制作宣传标语专栏、发放宣传资料等方面工作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信访维稳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健全工作机制，狠抓信访源头，切实解决上访群众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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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信访人次
数量：35.00,单位：≥,单价：4000.00,金额：
140000.00

数量指标 实地督办信访事项数量 500.00次

时效指标 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场镇路灯、环卫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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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邵小建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厚坝镇是北部区域中心镇，城市副中心，加强场镇管理建设，将乡镇场镇路灯维护保养、垃圾清运及
清运车维护费用，场镇管理与服务费用列入2021年项目预算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场镇路灯、环卫运行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场镇营造一个整洁的环境，为老百姓带来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加强场镇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城市副中
心，打造北片区中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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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清运及清运车维护
数量：1.00,单位：台,单价：100000.00,金额：
100000.00

场镇路灯维护保养
数量：100.00,单位：个,单价：300.00,金额：
30000.00

场镇管理与服务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220000.00,金额：
220000.00

数量指标
小城镇建设评估报告 4.00≥

场镇路灯等基础设施维护次数 1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作用 为群众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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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1 科目名称： 行政运行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欧阳再华 联系电话： 377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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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建会议、党建宣传等
方式，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理全年档案；完成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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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搞好支部活动，全面落实主体党日制度，完成党建活动，加强
宣传氛围营造，完成档案整理，归档分内及数字化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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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档案整理费用
数量：1.00,单位：年,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制作户外展板、横幅、文化墙
更换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党务工作者业务培训。中心组
学习费用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发展预备党员人数 2.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党建工作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动组织工作发展，通过加强党
的建设工作，带动辖区内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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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5，6级工伤人员伤残生活费及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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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5，6级工伤人员伤残生活、护理费用和社会保障缴费，一方面工伤职工基本生活能力缺
失，需要专门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另一方面工伤人员社保费用每年需按期缴纳。列入2021年预算。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5，6级工伤人员伤残生活费及社保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原国营857厂伤残人员生活能力缺失，需要专门护理人员进行护理，工伤人员社保费用每年需按期
缴，为保障该本分人群生活稳定，杜绝该群体发生上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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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级工伤人员伤残生活、护
理费用和社会保障缴费

数量：6.00,单位：≥,单价：50000.00,金额：
300000.00

5，6级工伤人员伤残生社会保
障缴费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160000.00,金
额：160000.00

数量指标 5.6级工伤人数 6.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影响年限 2021年12月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维护工伤人员稳定，杜绝该群体上访现象发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工伤人员满意率 ≥66%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67厂退休职工统筹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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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9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3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因破产改制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单一，无力购买社会保险，未纳入社会保障
统一发放退休养老金的发放退休养老生活补贴列入2021年预算，维持857厂人员生活稳定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67厂退休职工统筹外补贴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改善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未纳入社会保障的人员生活条件，将经济来源单一，无力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员
按破产改制规定发放统筹外补贴，维护857稳定，控制上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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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退休活动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600.00,金额：
21200.00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未纳入社
会保障统一发放退休养老金的
发放退休养老生活补贴

数量：1380.00,单位：≥,单价：260.00,金额：
358800.00

数量指标 退休养老金人数 138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按时发放率 ≥9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改善生活条件，维护857稳定，减少上访人次

发放信息公开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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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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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李成刚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加强机关日常服务，购置机关办公用品、办公设施维修维护；机关食堂职工工作用餐开支；机关院内
清洁卫生、门卫等物业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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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机关各办公室日常运转，保证机关职工工作用餐，保证机关院内清洁卫生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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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食堂职工工作用餐开支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330000.00,金
额：330000.00

购置机关办公用品、办公设施
维修维护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
50000.00

机关院内清洁卫生、门卫等物
业管理费用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0000.00,金
额：20000.00

数量指标 食堂就餐人次 200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质量指标 机关服务监督次数 机关服务监督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时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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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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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江油市厚坝镇人
民政府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开支平安创建项目，制作宣传画、宣传手册，举办平安创建人员培训，日常巡查、处理突发事件，营
造平安创建氛围，增强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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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浓厚的平安创建氛围，增强基层群众安全意思，加大小城镇安全执法力量，解决安全隐患问题，确保
我镇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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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宣传画宣传手册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日常巡查处理突发事件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10000.00,金
额：10000.00

举办平安创建人员培训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平安创建培训及巡查次数 1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质量指标 安全隐患处理 安全隐患处理2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并行，营造浓厚的平安创建
氛围

群众投诉下降率 ≥20%

无重大安保任务差错 无重大安保任务差错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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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01 科目名称： 行政运行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为保障我镇青山绿水，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2021年预算中列入网格化环境监管经费，制作网格化
环境监管宣传资料，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开展网格化环境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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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强化政府主体责任，依托基础网格员，力争环境监管全覆盖，树立群众环
境意识，为保障我镇青山绿水，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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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制作网格化环境监管宣传资料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7500.00,金额：30000.00

开展网格化环境监察 数量：4.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20000.00

数量指标 参加网格化环境监管会议人次 50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用年限2021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整合管理职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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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坝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体检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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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6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黄亮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体检费用补助，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2200人，生活条件较为困难，为保障退
休职工能正常参加体检，给予每年一次性补助.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体检补助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障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2021年基本完成体检，退休职工生活条件较为困难，为保障退休职工能正常
参加体检，给予每年一次性补助，维持退休人员稳定，控制上访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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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补助费用
数量：2200.00,单位：≥,单价：300.00,金额：
660000.00

数量指标
体检补助人数 2200.00人

评估报告数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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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参加体检，维持857稳定，
控制上访数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原国营857厂退休职工满意度 8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厚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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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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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油市厚坝镇人民政府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李成刚 联系电话： 3770032

项目概况

用于2020年组织镇机关干部和村社区人员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培训，每月进行纪检检查等费
用，着力于加强基层纪检力量，加大监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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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村级纪检人员培训，完成对镇村两级干部的警示教育培训，加强基层纪检力量，加大
监察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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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谈话室日常维护，办理纪
检案件费用保障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30000.00,金
额：30000.00

开展党员警示教育活动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制作纪检宣传标语展板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廉政宣传，警示教育，办理案
件次数

2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升群众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进一步开阔党员干
部的视野，规范纪检监察设施、流程、程序，提高办
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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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