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村级办公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4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落实经费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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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经费,村部宣传，后勤保障 3项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94万元 每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9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政府及村部的影响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为民服务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3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3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
标

保障基层为民办事，为民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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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政村环境改善，乡村振兴 1项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33万元 每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33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乡镇综合管理经费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0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落实乡镇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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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2项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30万元 每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3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综治信访维稳、党建及阵地建设、司法调解、安全生产及安检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落实产业验收，完成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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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本运行 2项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6万元 每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菊花台照料中心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5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落实菊花台照料中心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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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3项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15万元 每年12月底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1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建设

主管部门及代码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落实卫生及计划生育工作，完成考核。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5万元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乡村振兴建设

实施单位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项目期 1年

5万元

5万元

落实卫生及计划生育工作，完成考核。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3项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5万元 每年12月底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5万元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金融联系服务费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0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落实禁毒工作，完成考核。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10万元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金融联系服务费项目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1年

10万元

10万元

落实禁毒工作，完成考核。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3项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10万元 每年12月底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10万元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防汛抗旱及河长制等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落实河长制度，完成考核。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3万元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防汛抗旱及河长制等项目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1年

3万元

3万元

落实河长制度，完成考核。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工作会议，活动宣传，后勤保障 3项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3万元 每年12月底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3万元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综合环境整治，农田建设等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4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质量指标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4万元

成本指标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示表
( 2022年度)

农村综合环境整治，农田建设等项目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人民政府

1年

4万元

4万元

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改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 2项

完成工作目标的实效，质量 100%

2022年12月底支出经费4万元 每年12月底

开展工作所需经费 ≦4万元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有所提高

对社会及政府的长远影响
有所提高

社会，群众及政府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