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422001-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6317-国企国资监管项目经
费（一般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88-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
422-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项目经办人： 张情隆 项目总额： 5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
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5213125899 其中:   财政资金： 50.00 万元

年度目标： 1.联系所监管企业的信访办理和维护稳定工作。
积极交办区信访办交办信访事宜，并按时保质保量督办交办事宜。且对于直接上访的群众，做到立接立办，不拖拉、不敷
衍。全年至少完成4个以上信访事件处理。
2.国有资产统计分析工作。
分析工作包括长国资发〔2019〕79号中8个表（人员、薪酬、自用房屋、商品房屋、土地情况、车辆情况、在建工程、对
外股权投资），每月汇总上报财务快报，年终汇总上报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年报。
3.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督管理工作。
全年及时完成办理企业上报的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和备案、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登记、划转、处置及产权纠纷调处等
工作。
4.重庆国资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
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智慧国资大数据平台建设相关会议，并组织协调解决企业在平台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积极与平台建
设方沟通，完成市国资委安排布置的国资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任务。
5.与审计机关加强对区属国有企业监督的协调配合有关工作。
积极配合审计机关加强对区属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工作，并及时督促企业加强审计整改工作。对巡察和各类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6.指导所监管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环境保护等工作。
指导、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环境保护等工作，全年进企业实地指导督促不少于4户次。
7.所监管企业人力资源监督管理工作。
监督企业严格按相关要求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违规招用人员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8.实时收集所属国企资金和融资数据，加强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沟通协调，保障不发生债务违约风险。
9.委机关投融资考察调研等。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群纪检检查企业 ≥ 6 6 个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督促指导企业规范国有资产交易 ≥ 8 8 户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集统计整理企业各类报表 ≥ 8 8 个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处置各种信访和稳定事件 ≥ 4 4 件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国资监管网络正常运行 ≥ 365 365 天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所监管企业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严重环境污 ≤ 0 0 件 10 10 反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保障监管国企平稳运行 ≥ 8 8 个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监管国企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422001-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6315-国有企业干部职工教
育培训（一般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88-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
422-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项目经办人： 张情隆 项目总额： 1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
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
话：

15213125899 其中:   财政资金： 15.00 万元

年度目标： 目标1:拟对40名中层干部进行培训,对区管国企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进行政治思想、廉洁纪律、党务
工作等方面的综合性培训。
目标2：对区管国企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进行政治思想、廉洁纪律、党务工作等方面的综合性培训。
培训24名基层党支部书记。            
目标3：委机关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次 ≥ 70 70 人次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 90 9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天数 ≥ 3 3 天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 100 10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度 ≥ 5 5 %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人员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422001-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6318-国有企业业务审核
审查服务费（一般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88-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
422-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项目经办人： 佘宗朕 项目总额： 2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
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752984943 其中:   财政资金： 20.00 万元

年度目标： 1.拟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以企业考核为切入点对区属重点国有企业 、保安公司和宏昌担保公司做专项审计调
查，完成考核所需相关指标和资料收集和分析 ；
2.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包括管理、经营、财务和制度建立与执行方面 ，以及三重一大的执行情况。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计资金覆盖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考核指标真实性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考核完成及时性 ≤ 40 40 天 10 10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审计项目 ≥ 8 8 个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持续向好 ≥ 80 80 %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审计国企对第三方审计机构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422001-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6319-深化国企改革发展专项经
费（一般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88-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
422-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项目经办人： 佘宗朕 项目总额： 1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
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
话：

13752984943 其中:   财政资金： 10.00 万元

年度目标： 1.推动国有企业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按照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加快区管国有企业专业化重组 ，完善企业
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区管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
2.推动国有企业在全区战略性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区管重点国有企业投融资功能 ，对接全区产
业发展战略，推动国有与民营资本合作，到2022年区级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比重明显提高 。
3.推动国有企业在全区社会民生领域发挥特殊保障作用 。盘活利用好全区国有资产资源，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
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领域的保障和托底作用 。
4.推动国有企业在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方面发挥支撑作用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化投融资能力 ，坚持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向全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聚焦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 ≥ 1 1 个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清理处置无效资产 ≥ 50 5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战略重组 ≥ 4 4 个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企业公司制改革 ≥ 1 1 个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维护经济运行安全 ≥ 365 365 天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80 80 % 10 10 正向指标



2022年项目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信息：
422001-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37236-国有企业注资（一
般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国有企业注资

主管部门：
422-重庆市长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项目经办
人：

项目总额： 115,00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
电话：

其中:   财政资金： 115,000.00 万元

年度目标： 向区属国有企业注资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注资企业数 ≥ 1 1 个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率 ≤ 5 5 工作日 30 30 反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经济运行安全 ≥ 365 365 天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投资企业满意度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