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三品一标”申报工作

项目总资金额 20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20万元

项目概况

2018年我局申报无公害农产品20个，现已通过初审，进入市级评审阶段。按照《重庆市长
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的意见》（长寿府发〔2017〕52号）文件要求
，全区每年培育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15个以上，区畜牧部门要在农产品品
牌建设工作中抓好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的落实，对成功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并获得农业部认证的，每个产品分别一次性奖补1万元、5万元、
10万元、10万元，若全部通过，需兑现资金20万元。此项工作纳入了市级对区政府年度考
核内容。

立项依据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的意见》（长寿府发〔2017〕52号
）

当年绩效目标
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企业个数9个以上，通过认证无公害农产品个数18个以上，无公害产品
净增量1600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企业个数 不少于9个

指标2：通过认证无公害农产品个数 不少于18个

指标3:无公害产品净增量 不少于1600吨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验收合格率 不少于90%

时效指标

指标1：2019年资金兑付完成率 100%

指标2:项目按照要求完成率 不少于90%

成本指标

指标1：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
的项目比例

不少于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10%

指标2:增强市场竞争力 20%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提供优质、安全、健康农产
品指标2: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使用绿色生物防治措施，减
少兽药残留，保护生态环境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持续生产绿色健康无公害农
产品

3年

指标2引导养殖户向高品质农产品发
展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受益群众满意率 90%

联系人：胡睿 联系电话：13452985007



附件2

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动物疫病监测信息化项目

项目总资金额 42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42万元

项目概况

为响应党中央的要求，加快长寿区“互联网+”现代畜牧业发展，促进全区的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我局在以畜牧业数据为基础，通过使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地理信息等现代技术手段构建全区畜牧云体系。该系统通过互联网专线连接了19个街镇畜
牧兽医站和部分养殖企业。目前，通过该系统收集了全区规模化养殖场的基础信息，部分
大型养殖场的视频数据，通过大数据手段能快速提取所需信息，从而提高动物疫情处置效
率，实时在线监督养殖企业环保情况。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所有企事业单位不准采购服务
器，所以该项目服务器租用市政府统一招标确认的供应商，这种方式更安全、稳定。

立项依据
《2018 年重庆市“互联网 + 政务服务”工作要点》（渝府办发〔2018〕40号）

当年绩效目标
通过该系统收集全区规模化养殖场的基础信息，部分大型养殖场的视频数据，通过大数据
手段能快速提取所需信息，从而提高动物疫情处置效率，实时在线监督养殖企业环保情况
,为疫病防控、生态环保等提供数据支持。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基层畜牧站使用平台个数 19个

指标2：规模养殖场数据接入个数 247个

质量指标
指标1：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2019年12月底投资完成率 100%

指标2：及时采集、更新数据 85%

成本指标

指标1：实际完成投资控制在概算内
的项目比例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通过环保物联网，减少人工
成本和企业监督成本

30%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提高疫病防控应急处理能力 30%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减少企
业直排乱排现象，保护生态环境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云计算技术，构建了一个高
性能可扩展的云服务平台

3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受益群众满意率 90%

联系人：胡睿 联系电话：1345298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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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政策性能繁母猪保险项目

项目总资金额 165.6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30.8万元

项目概况
拟为长寿辖区内2.3万头能繁母猪提供政策性养殖保险，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每
头1500元，保险费为90元/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5元/头，市级财政补贴13.5
元/头，区级财政补贴13.5元/头，投保人自行负担18元/头。

立项依据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保险额度的通
知》（渝农发〔2018〕51号）

当年绩效目标
养殖户的养殖风险得到保障，养殖积极性得到提升，辖区内市场猪肉供应充足
、猪肉价格稳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财政保险费补贴人数 ≥2350人

生猪保险覆盖率 ≥70%

项目验收合格率 96%

质量指标
生猪赔付率 ≤75%

2019年6月底承保完成率 80%

时效指标

承保资料现场收集覆盖率 ≥80%

保险合同现场送达覆盖率 ≥80%

2019年12月底承保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理赔案件结案周期 ≤5天

对养殖户的保费补贴比例 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增加养殖户收入 ≥20%

  

社会效益
指标

市场猪肉供应充足率 ≥80%

市场猪肉价格波动率 ≤15%

生态效益
指标

无害化处理达标率 1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养殖户持续养殖能力提升率 ≥5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万元以下理赔案件流程简化程度 实现1张纸理赔

养殖户对保险服务的满意度 ≥85%

联系人： 雷云国 联系电话：1352734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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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政策性生猪保险项目

项目总资金额 216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108万元

项目概况
拟为长寿辖区12万头生猪提供政策性养殖保险，生猪保险金额为每头1000元，保
险费为60元/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30元/头，市级财政补贴9元/头，区级财政补
贴9元/头，投保人自行负担12元/头。

立项依据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保险额度的通知
》（渝农发〔2018〕51号）

当年绩效目标
养殖户的养殖风险得到保障，养殖积极性得到提升，辖区内市场猪肉供应充足、
猪肉价格稳定、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财政保险费补贴人数 ≥450人

生猪保险覆盖率 ≥7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6%

生猪赔付率 ≤75%

时效指标

2019年6月底承保完成率 60%

承保资料现场收集覆盖率 ≥80%

保险合同现场送达覆盖率 ≥80%

2019年12月底承保完成率 100%

理赔案件结案周期 ≤5天

成本指标 对养殖户的保费补贴比例 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生猪养殖GDP/全区农业GDP  比
值的提升

同比正增长

  

社会效益指标
市场猪肉供应充足率 ≥80%

市场猪肉价格波动率 ≤15%

生态效益指标
无害化处理达标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养殖户持续养殖能力提升率 ≥1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万元以下理赔案件流程简化程度 实现1张纸理赔

养殖户对保险服务的满意度 ≥85%

联系人： 雷云国 联系电话：13527346635



附件2

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屠宰环节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

项目总资金额 41.04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41.04万元

项目概况

2019年预计：1.无害化处理产品可食用部分折合生猪400头*80元/头=3.2万元
2.无害化处理产品不可食用部分折合生猪300头*880元/头=26.4万元
3.待宰前无害化处理生猪130头*880元/头=11.44万元
合计：41.04万元

立项依据 渝农发〔2017〕247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

当年绩效目标
在屠宰场环节解决病死畜禽处理问题，保证病害生猪产品坚决不出场，防止病害生猪产品
流入市场，保证上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可食用产品折合头数 400

指标2：不可食用产品折合头数 300
指标3：：待宰前无害化处理生猪头
数

130

质量指标
指标1：处理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2019年12月底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指标1：可食用产品折合处理费 3.2

指标2：不可食用产品折合处理费 26.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委托协议正常运行 3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受益养殖业主满意率 100%

联系人：黄中平 联系电话：81880303



附件2

长寿区2019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批复表

实施单位 长寿区畜牧兽医局

项目名称 养殖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

项目总资金额 220万元 项目申报金额 70万元

项目概况

2019年预计无害化处理：
1.生猪25000头*20元/头=50万元 （区级财政资金）
2.牛羊100头*500元/头=5.0万元   （区级财政资金）
3.禽兔30000只*5元/只=15万元   （区级财政资金）

立项依据

1.渝农发〔2012〕101号《重庆市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
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
2.长寿府办发[2016]127号《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长寿区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机制实施方案》 。补助标准：生猪补助标准80元/头，其中，中央财政承担60元，地
方财政承担20元。牛羊禽兔全额区级承担。

当年绩效目标
扎实做好我区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促进我区生猪生产健康发展，在养殖环节有
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无害化处理生猪头数 25000

指标2：无害化处理牛羊头数 100

指标3：无害化处理禽兔只 30000

质量指标

指标1：确保全区病害畜禽无害化处
理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2019年12月底完成补助率 100%

成本指标
指标1：无害化处理生猪费用 50

指标2：无害化处理牛羊费用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委托协议正常运行 3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受益养殖业主满意率 100%

联系人：黄中平 联系电话：8188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