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金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7-儿童福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雍瀚 项目总额： 16.7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16.7万

整体目标： 充分尊重和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等儿童的基本生活，对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助学救助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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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助的儿童人数 ≥ 10 66-人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投入的资金量 ≥ 80000 51-元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每月按时将资金发放到位 定性 好 2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轻儿童就学生活压力 定性 明显改善 15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儿童满意度 ≥ 80 50-% 15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孤儿安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7-儿童福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雍瀚 项目总额： 15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15万

整体目标： 充分尊重和保障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等儿童的基本生活，帮扶此类儿童接受教育。对成年孤儿、进行安置的费用。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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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帮扶对象人数 ≥ 1 66-人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帮扶的资金量 ≥ 150000 51-元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在规定时间内将资金补助到位 定性 好 2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帮扶对象住房条件 定性 明显改善 15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 ≥ 80 50-% 15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长寿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5-养老服务业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余开华 项目总额： 174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647604421 其中： 财政资金： 174万

整体目标： 长寿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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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人次 ≥ 10000 67-人次 25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人员 ≥ 4 66-人 35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定性 明显改善 1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的满意率 ≥ 90 50-% 2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5-养老服务业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余开华 项目总额： 157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647604421 其中： 财政资金： 157万

整体目标： 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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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为敬老院购买设施设备个数 ≥ 1 69-个 35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拨付设备购置款项 ≥ 95 50-% 25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受益群众基本生活 定性 有效改善 2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50-% 1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6-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陈强 项目总额： 112.3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52693 其中： 财政资金： 112.3万

整体目标： 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充实基层社会救助工作力量，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效力。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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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派遣工作人员人数 ≥ 50 66-人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派遣人员协助街镇核查人次 ≥ 2000 67-人次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专款专用率 ≥ 100 50-% 2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持基层工作正常运营 定性 有效改善 1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服务受益单位满意度 ≥ 90 50-% 2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3-重庆市长寿区救助管理站 项目名称：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2-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项目总额： 118.9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其中： 财政资金： 118.9万

整体目标：  对我区流浪乞讨人员主动救助、生活救助、医疗救治、教育矫治、返乡救助和临时安置等救助保护，以及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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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救助管理任务量 ≥ 20 67-人次 3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站外主动救助次数 ≥ 4 67-人次 2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数字系统档案完成率 ≥ 99 50-% 2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点区域流浪人员救助保障率 ≥ 99 50-% 1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人员满意度 ≥ 99 50-% 1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工程和托育建设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5-养老服务业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余开华 项目总额： 896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4078 其中： 财政资金： 896万

整体目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工程和托育建设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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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人员数量 ≥ 5 66-人 35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 6 96-月 25 2-反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老人生活环境 定性 有效改善 2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85 50-% 1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购买社工服务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4-购买社工服务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59.13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59.13万

整体目标： 通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有需要的个人、机构、家庭、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更好完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使政府财政效力最大化。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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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社工项目个数 ≥ 1 69-个 4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典案例 ≥ 1 69-个 1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政策知晓度 ≥ 90 50-% 2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50-% 2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社区建设补助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3-社区建设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40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40万

整体目标： 进一步加大城乡社区建设投入，加快推进城乡综合服务中心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着力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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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项目数量 ≥ 1 69-个 30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受益人数 ≥ 1000 66-人 30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项目受益人的生活水平 定性 明显改善 2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 ≥ 80 50-% 1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养老机构安全整治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民政事务管理/25-养老服务业补助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余开华 项目总额： 1.8万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647604421 其中： 财政资金： 1.8万

整体目标： 养老机构安全整治项目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单位资金： 0 

社会投入资金： 0 

银行贷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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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养老机构安全整治项目个数 ≥ 1 69-个 35 1-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款项 ≥ 95 50-% 35 1-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养老机构安全水平 定性 有所增加 10 1-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85 50-% 10 1-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62835-养老服务中心站点建设项目（一
般性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21-养老服务中心站点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余开华 项目总额： 900 万元 200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4078 其中:   财政资金： 900 万元 700

年度目标： 推进养老服务中心站点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发展，达到养老服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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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种类数 ≥ 20 20 个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 0 0 次 15 15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数量 ≥ 1 1 个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保障老年人权益，提高生活水平 定性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8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23-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法人离
任审计、审计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培训指导）

职能职责与活动：
07-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法人离任审计
、审计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培训指导）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张成仔 项目总额： 14.9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1213 其中:   财政资金： 14.9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目标1：预计完成社会组织法人离任审计20家；目标2：预计培训指导300家社会组织2020年度检查； 目标3：完成历年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档案归档；目标4：预计完成3-5家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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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档案整理 ＝ 600 600 卷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会组织法人离任审计 ＝ 20 20 家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指导社会组织2021年度检查 ＝ 300 300 家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规范化、年度考核不扣分 ≥ 85 85 %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组织满意度 ≥ 95 95 % 5 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21-社工人才培训及资质奖励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社工人才培训及资质奖励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1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15.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完成全区社会工作人员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不断壮大我区社工人才队伍，发挥社工人才优势。一次性奖励获得社会工
作职业证书的村社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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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发放通过考试人奖励率 ≥ 100 100 个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1年12月完成奖金发放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人数 ≥ 35 35 个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获得全国社会工作师证书人数 ≥ 15 15 个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证人员满意度 ≥ 95 9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18-区划界限地名经费（含道路标志
牌制作）

职能职责与活动：
05-区划界限地名经费（含道路标志牌制
作）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1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15.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实现乡镇界限的法定化，解决街镇之间的界限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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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地名道路标志牌 ≥ 10 10 块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护边界界桩 ＝ 6 6 个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道路标志牌抽检合格率 ＝ 100 10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街镇之间的界限争议 定性 良 良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道路标志牌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17511-民政政策宣传经费（一般性项
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8-民政政策媒体宣传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肖云阳 项目总额： 2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4331 其中:   财政资金： 20.00 万元

年度目标： 通过与当地媒体合作、广泛宣传我区各类民政政策、民政工作阶段性成果，不定期公示城乡低保等惠民资金以及社会组织年检等信息，实
现民政政策宣传覆盖全区人民，开展“民政政策宣传月”活动，购买宣传资料，日常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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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历 ≥ 5000 5000 套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及时宣传民政新政策 ≥ 80 8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买民政宣传小册子 ≥ 15000 15000 本 30 3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对民政政策知晓度 ≥ 80 80 %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8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292-民政局机关及婚姻登记处临聘人
员工资发放（一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民政系统—（临时工工资）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肖云阳 项目总额： 6.84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4331 其中:   财政资金： 6.84 万元

年度目标： 民政局机关及婚姻登记处临聘人员待遇，保障民政工作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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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聘人员人数 ≥ 4 4 个 35 3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临聘人员工作合格率 ≥ 85 85 % 30 3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民政工作正常运行 定性 良 良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85 % 15 1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57793-免费办证婚姻登记档案保管费及
收养评估经费(一般性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4-免费办证婚姻登记档案保管费及收养评
估经费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李铃 项目总额： 24.6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8623050950 其中:   财政资金： 24.60 万元

年度目标： 根据财政部、发改委《关于清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号）和民政部《关于做好停征婚姻和收养登记费
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7］92号）要求，婚姻登记处从2017年4月1日起停止收取婚姻登记费（9元/件）和收养登记费（250元/
件）。故需向有关部门申请免费办证的相关费用，包括制作档案盒、档案数字化和为群众办理婚姻收养登记证办证等费用。办理收养登记
前，需对收养家庭是否具备收养条件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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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收养登记件数 ≥ 3 3 件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婚姻收养登记合格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婚姻登记受理件数 ≥ 7500 7500 人次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档案盒 ≥ 500 500 个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正常开展婚姻收养登记工作 定性 基本建立 基本建立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09-困难群众节日慰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1-困难群众节日慰问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肖云阳 项目总额： 38.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4331 其中:   财政资金： 38.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充分体现区委、区政府对全区民政救助对象亲切关怀，确保他们能过上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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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问各类困难群众 ≥ 230 230 户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走访慰问敬老院数 ≥ 20 20 所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慰问活动目标对象覆盖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体现党和政府对优抚对象及各类困难 ≥ 90 9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民政困难对象满意度 ≥ 90 90 % 20 2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8-重庆市长寿区殡仪馆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04-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 职能职责与活动： 10-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减免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戴光强 项目总额： 90.4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896021326 其中:   财政资金： 90.4 万元

年度目标： （重点项目）困难群众及无名尸丧葬费用按时足额补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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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城乡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减免率 ＝ 100 10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人数 ≥ 380 380 人数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截止12月补贴完成率 ＝ 100 10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困难群众丧葬费用负担 ≤ 1500 1316 元/个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火化后环保达标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80 99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24569-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心 职能职责与活动： 13-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李伟 项目总额： 1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52679 其中:   财政资金： 1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以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生活自理、回归社会为最终目标，不断整合拓展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等专业服
务，推动形成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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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项目内规定开展服务项目数量 ≥ 100 100 %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众群体覆盖率 ≥ 80 80 %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群众对项目目的的知晓及认知度 ≥ 80 8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众群体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 98 98 % 20 2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62604-福彩公益金项目（一般性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20-福彩公益金项目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孔秀梅 项目总额： 333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3164 其中:   财政资金： 333 万元

年度目标： 资助养老基本设施建设、扶危济困、救孤助残、资助贫困学生等社会公益项目，促进养老、殡葬、儿童、社区等福利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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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儿助学金享受人数 ≥ 5 5 个 25 2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受助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金享受人数 ≥ 5 5 个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帮扶对象助学质量得到提升 定性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 85 8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4-重庆市长寿区低保管理中心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433-低保中心临聘人员费用发放（一
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民政系统—（临时工工资）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喻东明 项目总额： 3.42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5996 其中:   财政资金： 3.42 万元

年度目标： 保障低保中心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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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临聘人员工作合格率 ≥ 85 85 %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聘人员人数 ≥ 1 1 个 35 3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低保中心工作正常运行 定性 良 良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85 % 15 1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24583-村社区干部培训经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4-村社区干部培训经费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2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25.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提高村（社区）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服务群众能力，为乡村振兴层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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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群 ≥ 270 270 人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培训天数 ≥ 3 3 天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10月底完成 ＝ 100 10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村社干部综合素质 定性 优 优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训人员满意度 ≥ 90 90 % 20 2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14-村社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职能职责与活动： 03-村社公共服务绩效评价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1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638386227 其中:   财政资金： 10.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完成19个街镇所有村级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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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指标 检查街镇数量 ＝ 19 19 个 35 3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查村社区的村级公共项目数量 ≥ 20 20 % 25 2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群众数量 ≥ 15 15 万人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1T000000037127-慈善会业务经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1-慈善会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周利群 项目总额： 2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402319 其中:   财政资金： 25.00 万元

年度目标： （一般性项目）支付慈善会开展慈善活动所发生的宣传费、志愿者补贴费、培训费、住宿费、邮电费、维修费、审计费、办公费用等，保
障慈善会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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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名人员全年通讯及生活费 ≥ 30000 30000 元 16 1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名人员全年五险费 ≥ 19000 19000 元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公费用 ≥ 45000 45000 元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慈善活动人次 ≥ 500 500 人次 12 12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4名人员全年工资 ≥ 150000 150000 元 13 13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大慈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慈善知晓率 ≥ 80 80 % 9 9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更好完成各项慈善活动 定性 良 良 项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慈善活动满意度 ≥ 85 85 % 5 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17501-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经费（一般性
项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09-民政工作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孔秀梅 项目总额： 169.2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43164 其中:   财政资金： 169.2 万元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保障民政工作的开展，包括民政对象的调查核实和日常管理、购买社会服务，各项民政业务政策的培训，办公设备购置、民政信
访稳定等支出，重点保障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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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人口 ≥ 26000 2600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目标考核合格率 ≥ 80 8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救助人均救助水平 ≥ 1000 1000 元/人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护民政工作各类系统 ≥ 5 5 个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每月定时发放民政对象待遇 定性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民政对象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定性 基本建立 基本建立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率 ≥ 85 8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1-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56817-彩票公益金区县分成(一般性项
目)

职能职责与活动： 19- 彩票公益金区县分成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邓彦琼 项目总额： 489.9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233174 其中:   财政资金： 489.9 万元

年度目标： 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主要用于养老、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及符合宗旨的其
他社会公益项目。开展养老服务社会福利项目、社会公益项目等，推进我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社区服务体系等能力的建设，增强困难群
众的获得杆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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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救助人数 ≥ 8 8 人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福彩金的80%用于养老类项目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百岁老人慰问人数 ≥ 35 35 人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金秋助学项目受益人数 ≥ 90 90 人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服务质量得到提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定性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5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85 85 % 5 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302008-重庆市长寿区殡仪馆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446-殡仪馆临聘人员费用发放（一
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民政系统—（临时工工资）

主管部门： 302-重庆市长寿区民政局 项目经办人： 戴光强 项目总额： 64.98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13896021326 其中:   财政资金： 万元

年度目标： 聘请临聘人员用于保障殡仪馆正常运行。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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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聘人员人数 ≥ 10 19 个 35 3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临聘人员工作合格率 ≥ 85 85 % 30 3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殡仪馆日常工作 定性 良 良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85 85 % 15 15 正向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