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绵阳机关党建宣传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宣传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机关党建宣传质量，市直机关工委融合多种机关党建宣传平台，主要通过机关党建
简报、“绵阳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绵州党建”微信公众号、旗帜网、《机关党建研究》杂
志、“四川机关党建”网站、《四川机关党建》杂志，以及《旗帜》杂志及网站等宣传平台，反映我
市机关党建重点工作和部门、县市区机关党建动态，宣扬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先进典型，展示机关党建
理论研究成果和机关文化建设成果，凝聚正能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绵阳机关党建宣传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机关党建宣传质量，市直机关工委融合多种机关党建宣传平台，主要通过机关党建简
报、“绵阳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绵州党建”微信公众号、旗帜网、《机关党建研究》杂志、“四川
机关党建”网站、《四川机关党建》杂志，以及《旗帜》杂志及网站等宣传平台，反映我市机关党建重点
工作和部门、县市区机关党建动态，宣扬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先进典型，展示机关党建理论研究成果和机关
文化建设成果，凝聚正能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聘请人员指导、授课等费用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300.00,金额：
30000.00

办公用品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到省内外学习、调研差旅费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到省内外学习、调研差旅费 1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绵阳机关党建宣传覆盖80%以
上市级部门及县市区的工作动
态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干部 >10000名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反映我市机关党建重点工作和部门、县市区机关党建
动态，宣扬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先进典型，展示机关党
建理论研究成果和机关文化建设成果，凝聚正能量、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党组织满意度 >90%

机关党员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代会相关工作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组织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2021年市委即将换届，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市直机关党代表推荐工作，涉及到会议室租赁费、日常办公
费、选票、资料等印刷费等。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代会相关工作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2021年市委即将换届，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市直机关党代表推荐工作，涉及到会议室租赁费、日常办公
费、选票、资料等印刷费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会议室租赁费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
50000.00

会议资料，选票、代表证等制
作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办公用品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机关党代表推荐会议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推荐的市直机关党代表能广泛
代表机关的的意愿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市直机关党代表认真履职，促进绵阳更好更快的发
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组织 ≥90%

市直机关党员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市直机关党校党员教育培训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宣传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规划，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成立市直机关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市
直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每年以办班为主要形式培训党员4000名，扎实推进机关党员队伍建设
再上台阶。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市直机关党校党员教育培训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规划，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成立市直机关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市直机
关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每年以办班为主要形式培训党员4000名，扎实推进机关党员队伍建设再上台
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办公用品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工作人员外出学习、调研差旅
费

数量：3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开展集中学习培训班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30000.00

开展外出学习培训租车费
数量：10.00,单位：台,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聘请人员指导培训、授课，协
助机关党校建设等

数量：8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学习培训
班

1.00次

开展机关青年党员理论学习培
训班

1.00次

开展机关纪检干部学习培训班 1.00次

开展机关党务干部学习培训班 2.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提升全市机关党员干部综合素
质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干部 >100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机关党员综合能力 进一步推进机关党员队伍建设再上台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员 >95%

市直机关党组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建督查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党建督查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相关党内法规要求，落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
《关于市直机关工委指导督促市直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切
实履行指导督促市直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
市直机关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建督查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相关党内法规要求，落实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关
于市直机关工委指导督促市直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切实履行指
导督促市直部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市直机关党建
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开展调研、督查差旅费
数量：5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10000.00

办公用品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开展调研、督查租用车辆
数量：20.00,单位：台,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印制督查资料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全覆盖开展相关业务和党内法
规解读培训会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聘请人员指导、培训、协助党
建督查相关工作

数量：2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对市直部门开展机关党建督查
81次

243.00人次

对县市区开展机关党建指导9次 27.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的组织力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干部 >10000名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更
上台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党组织满意度 >90%

机关党员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干部综合素质提升行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1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宣传科、纪工办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林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干部综合素质提升行动立足于提升机关干部的业务技能、道德操守和健康水平，通过机关合唱团、摄
影书画社、机关文学社和党员学习大讲堂等重要载体，持续、有序、高效提升干部素质，引导干
部“愉快奉献、健康生活”。机关合唱团拥有团员120人，每月组织训练至少2次，每年参加庆七一、
迎新年等大型演出2-5次，根据上级安排代表绵阳参加省上比赛。机关党员大讲堂是目前党员培训的
重要载体，每年邀请专家学者、市级部门领导等为机关党员授课至少10次。摄影书画社举办日常采风
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训练常态化，每年举办1次摄影书画作品展。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干部综合素质提升行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干部综合素质提升行动立足于提升机关干部的业务技能、道德操守和健康水平，通过机关合唱团、摄影书
画社、机关文学社和党员学习大讲堂等重要载体，持续、有序、高效提升干部素质，引导干部“愉快奉
献、健康生活”。机关合唱团拥有团员120人，每月组织训练至少2次，每年参加庆七一、迎新年等大型
演出2-5次，根据上级安排代表绵阳参加省上比赛。机关党员大讲堂是目前党员培训的重要载体，每年邀
请专家学者、市级部门领导等为机关党员授课至少10次。摄影书画社举办日常采风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
训练常态化，每年举办1次摄影书画作品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开展机关纪检干部业务素质提
升培训班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廉政文化进机关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50000.00,金额：
50000.00

开展全市机关党员学习大讲堂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40000.00

机关党员合唱团开展活动、参
加比赛等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50000.00

机关文学社编印文学创作汇编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8期全市机关党员学习大讲
堂

8.00次

开展1期机关纪检干部业务素质
提升培训班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提升全市机关党员干部综合素
质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干部 >70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机关党员综合能力
进一步提升机关党员政策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专业
化水平，提升履职效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员 >95%

市直机关党组织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务干部培训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组织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为提高党务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业务水平，每年选派市直机关和县市区工委党务干部进行培训，培训地
点一般为中组部指定的十三所高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和红色教育基地，分理想
信念培训班和党务能力培训班，一般培训期数为2期。每期工委跟班服务人员约8人，机关工委的跟班
工作人员相关费用。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务干部培训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提高党务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业务水平，每年选派市直机关和县市区工委党务干部进行培训，培训地点一
般为中组部指定的十三所高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和红色教育基地，分理想信念培训
班和党务能力培训班，一般培训期数为2期。每期工委跟班服务人员约8人，机关工委的跟班工作人员相
关费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机关党务干部外出培训差旅费
等

数量：25.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机关党务干部25人次外出培训 25.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任务完成率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党务干部影响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建强机关党务干部队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派员单位满意度 >90%

参训学员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庆“七一”专项活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组织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市直机关工委作为市委在市直机关的派出党工委，领导市直机关党的工作，为庆祝党的生日、增添组
织活力、凝聚机关党员力量，拟于2021年“七一”前后组织开展庆祝大会。机关工委每年的庆祝大会
活动形式将根据当年市委对机关党建工作的安排部署来确定，主要包括召开庆祝会议、节目展演、案
例展示、经典诵读等形式。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庆“七一”专项活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市直机关工委作为市委在市直机关的派出党工委，领导市直机关党的工作，为庆祝党的生日、增添组织活
力、凝聚机关党员力量，拟于2021年“七一”前后组织开展庆祝大会。机关工委每年的庆祝大会活动形
式将根据当年市委对机关党建工作的安排部署来确定，主要包括召开庆祝会议、节目展演、案例展示、经
典诵读等形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召开庆祝大会设备租赁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聘请人员指导协助活动开展
数量：2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1次庆祝大会 1.00次

聘请25人次指导协助活动开展 2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7月底前

质量指标 完成率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强化市直机关党组织凝聚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员 >90%

市直机关党组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创先争优活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组织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2121年正值建党100周年之际，工委将在市直机关开展评优评先活动，主要涉及的有“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干部”的评选。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创先争优活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2121年正值建党100周年之际，工委将在市直机关开展评优评先活动，主要涉及的有“先进基层党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干部”的评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绶带、红花等
数量：20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表扬奖牌
数量：10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表扬证书
数量：20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表扬证书 200.00个

绶带、红花等 200.00个

表扬奖牌 10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完成率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创先争优、激励先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员 >90%

市直机关党组织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关驻村帮扶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1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办公室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和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安排，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六个一”帮扶机制中“联系领导、帮扶单
位、驻村工作队”管理考核工作。机关驻村帮扶是机关党组织党员融入脱贫攻坚大局、服务基层群众
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为全市贫困村摘帽、贫困人口脱贫作出了巨大贡献和良好的示范带动。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要求，机关驻村帮扶还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衔接乡村振
兴中继续发挥作用。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关驻村帮扶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市委和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安排，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六个一”帮扶机制中“联系领导、帮扶单位、
驻村工作队”管理考核工作。机关驻村帮扶是机关党组织党员融入脱贫攻坚大局、服务基层群众的有效载
体和重要抓手，为全市贫困村摘帽、贫困人口脱贫作出了巨大贡献和良好的示范带动。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扶上马、送一程”的重要要求，机关驻村帮扶还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衔接乡村振兴中继续发挥作
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有形化资料印制等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办公用品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开展暗访、督查、调研差旅费
数量：5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10000.00

召开机关驻村帮扶总结会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开展暗访、督查、调研租车费
数量：30.00,单位：台,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劳务费
数量：25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开展暗访、督查、调研 5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暗访督查村数完成率 >8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全市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2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效、衔接乡村振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帮扶干部满意度 >90%

帮扶单位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宣传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按照绵委办发〔2010〕34号及市领导安排，工委负责组织实施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暨“千百
十”聚力工程。组织市级部门到社区报到开展结对服务，7000余名机关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开展志
愿服务，11支机关党员共享服务分队到社区开展流动服务。通过做实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引导
机关党组织党员为文明城市建设与保持贡献力量。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绵委办发〔2010〕34号及市领导安排，工委负责组织实施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暨“千百十”聚
力工程。组织市级部门到社区报到开展结对服务，7000余名机关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
11支机关党员共享服务分队到社区开展流动服务。通过做实千名干部进社区帮助工作，引导机关党组织
党员为文明城市建设与保持贡献力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印制社区治理等相关宣传资料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聘请人员指导、协助帮助社区
工作

数量：3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15000.00

数量指标

聘请人员30人次指导、协助帮
助社区工作

30.00人次

印制社区治理等相关宣传资料 1.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双报
到”+“千百十聚力行动”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 ≥7000名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干部进社区工作质量
努力形成“党组织有责、在职党员有为、社区群众受
益”的工作格局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组织 ≥90%

市直机关党员 ≥8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建理论研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宣传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潘军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以理论引领实践，组织开展党建理论研讨，要求各单位报送理论文章，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召开研讨
会，印制理论研究成果集发放至各机关党组织和作者，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更上台阶。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党建理论研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以理论引领实践，组织开展党建理论研讨，要求各单位报送理论文章，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召开研讨会，
印制理论研究成果集发放至各机关党组织和作者，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更上台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到省内外开展理论研究学习、
调研差旅费

数量：2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0,金额：
10000.00

召开研讨会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5000.00

论文评审专家评审劳务费 数量：3.00,单位：人,单价：2000.00,金额：6000.00

外出开展理论研究学习、调研
租车费

数量：5.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0,金额：
5000.00

理论研究成果集印刷费 数量：200.00,单位：批,单价：20.00,金额：4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研讨会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形成理论成果 >100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干部 >10000名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更上台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机关党员满意度 >90%

机关党组织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双争”活动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3105 科目名称： 专项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组织科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椋 联系电话： 2551159

项目概况

经市委同意，从2018年7月开始至2020年，在市直机关开展“争创作风优良机关、争做担当作为先
锋”活动，通过“双争”活动，力争到2020年底创建“作风优良机关”不低于市直机关部门（单位）
总数的80%，把市直机关建成全市各行业系统作风建设的标杆、引导市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争做担当
作为的表率。因疫情影响等因素，第二批评选工作将于2021年开展。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双争”活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经市委同意，从2018年7月开始至2020年，在市直机关开展“争创作风优良机关、争做担当作为先
锋”活动，通过“双争”活动，力争到2020年底创建“作风优良机关”不低于市直机关部门（单位）总
数的80%，把市直机关建成全市各行业系统作风建设的标杆、引导市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争做担当作为的
表率。因疫情影响等因素，第二批评选工作将于2021年开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制作“作风优良机关”奖牌 数量：5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5000.00

办公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劳务费
数量：5.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0,金额：
10000.00

制作“担当作为先锋”证书 数量：100.00,单位：个,单价：50.00,金额：5000.00

印制《“双争”活动》成果集 数量：200.00,单位：批,单价：50.00,金额：10000.00

召开作风优良机关、担当作为
先锋命名会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作风优良机关、担当作为
先锋命名会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8-2020年

质量指标
约20个以上市级部门评为全
市“作风优良机关”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机关党员 >3年，建立长效机制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通过“双争”活动，力争到2020年底创建“作风优良
机关”不低于市直机关部门（单位）总数的80%，把
市直机关建成全市各行业系统作风建设的标杆、引导
市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争做担当作为的表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市直机关党组织 >95%

市直机关党员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