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2022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

效目标公示

根据《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寺堡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红政办发〔2019〕96 号）和《红寺堡区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2 年部门预算的函》文件要求，现将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2022 年部门项目

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予以公示。

一、红寺堡区水务局 2022 年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单位及项目名

称

（一）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1.马渠、洪沟、大河节灌站运行管护专项资金

2.渠长制河长制工作专项资金

3.新庄集水管所及新圈水管所运行经费、重点乡村驻村工作队经费及补助

4.安全生产考核专项资金、质量监督专项资金、防汛抗旱和水政水资源工

作经费

5.人饮安全及水土保持、蓄水池、水库安全运行维护管理专项经费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马渠、洪沟、大河节灌站运行管护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5】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实施单位 【405001】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80

         其中：财政拨款 38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马渠首级泵站，大河节灌站等及马渠4座水库运行维护。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完成马渠、洪沟、大河节灌站泵站14座，
蓄水池4座、高效节水灌溉1.3万亩的运行

管理维护 14座泵站，4座蓄水池

质量指标 泵转及节灌站正常运转率 98%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泵站14座、蓄水池4座、马渠高效节水灌溉
运行管理维护投资

38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集中供水率，确保生态移民区灌溉、

人蓄饮用水供水保证率
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泵站、蓄水池和节灌站运行持续性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贫困人口满意度 96%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渠长制河长制工作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5】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实施单位 【405001】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

         其中：财政拨款 2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清理沟河道“四乱”问题，巡河完成考核目标。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维修更换河长信息公示牌 14块

每月巡河次数 14次/月

解决沟河道“四乱”问题 20处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投入 2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水质 96%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水质达标率 9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新庄集水管所及新圈水管所运行经费、重点乡村驻村工作队经费及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5】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实施单位 【405001】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确保水管所正常运行。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水管所数 2个

巡渠次数 ≥15次/月

质量指标 2个水管所正常运转率 95%

时效指标 供水率 100%

成本指标 水管所运行费 1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旱灾发生率 98%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农业灌溉供水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6%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考核专项资金、质量监督专项资金、防汛抗旱和水政水资源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5】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实施单位 【405001】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财政拨款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完成年度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和质量监督目标任务，进行山洪灾害防控基础设施维修养护。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蓄水池、水库防护围栏，警示牌维修次数 ≧4次

安全生产日常监督检查次数 ≧12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次数 ≧1次

安全生产宣传次数 ≧2次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次数 ≧12次

建设工程质量日常监督检查次数 ≧12次

质量教育培训次数 ≧1次

质量宣传次数 ≧1次

山洪灾害公示牌及水库大坝三个责任人公示牌信
息维护、更换（块）

≥10块

山洪灾害损毁维修次数（次） ≥2次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视频监控信息平台日常维护、检修次数（次） ≥3次

质量指标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率 ≧95%

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率 100%

防汛公示牌维护、更换率，山洪灾害系统维护、
检修率

≥95%

时效指标

蓄水池、水库防护围栏，警示牌维修、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等及时率

≧96%

按规范要求完成建设项目质量监督率 100%

成本指标 投入资金 1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风险率 ≧95%

工程质量符合要求，发挥工程效益率 100%

防汛抗旱减灾、减少自然灾害发生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群众安全生产意识性 长期

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符合要求率 100%

减少水灾害及农民经济损失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人饮安全及水土保持、蓄水池、水库安全运行维护管理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405】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 实施单位 【405001】吴忠市红寺堡区水务局本级

项目属性 01-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30

         其中：财政拨款 23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加大水土保持宣传力度、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升群众水土保持意识，推进本区域水土保持工作。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检查次数 ≥7次

“三个责任人”公示牌 ≥69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相关政策宣
传次数

≥5次

质量指标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00%

确保5个乡镇人口复核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 23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群众水土保持政策知晓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