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组织工作信息化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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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85,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大组工网、领导干部信息系统、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全市工资业务网络办公系统、干部个人有关事
项查核专线、“绵州先锋”智慧党建平台、远程教育“IPTV”市级管理平台等信息化系统设备、平台
等运行维护，完成党员、干部、公务员信息统计工作，开展组工网宣优秀网评文章评选，制作党员教
育视频课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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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工作信息化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定期对各种信息化系统设备、平台、数据的升级更新，保障各类业务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工作信息化
水平和工作质效。通过组工网宣优秀网评文章评选，激发网宣员投稿上稿热情，守好站稳网络宣传阵地。
通过及时更新党员、干部、公务员数据信息，为其他业务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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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信息系统运维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0,金额：
50000.00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查核专线运
维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组工网宣优秀网评文章稿酬费
数量：1700.00,单位：个,单价：50.00,金额：
85000.00

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运维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大组工网运维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党员、干部、公务员信息统计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40000.00,金额：
40000.00

全市工资业务网络办公系统运
维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50000.00,金额：
50000.00

12380举报信息管理系统运维
服务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优秀网评文章数量 1700.00个

时效指标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使用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党建督查考核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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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卿官亮 联系电话： 08162535488

项目概况

牵头完成全市县市区（园区）、市级部门党务政务目标考核和自身建设绩效考核，开展抓党建促脱贫
攻坚、干部档案管理等工作督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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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督查考核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加强对党建业务工作的督查检查，强化各级抓党建工作责任心，提高相关工作质量，确保基层党建各
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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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促脱贫攻坚督查检查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9700.00,金额：48500.00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督查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3000.00

党建目标考核 数量：5.00,单位：天,单价：9700.00,金额：48500.00

数量指标 开展各类督查考核次数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文书档案归档率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各级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推动相关党建工作落实落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干部业务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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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完成干部挂职、干部考察、干部考核、干部教育培训、干部监督举报、干部个人事项查核和领导班子
综合分析研判等干部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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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业务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各类型挂职干部500余人次的走访慰问、关心关爱、考核考察等工作，完成市管干部调整交流晋升考
察，配合省委组织部开展干部考察，赴县市区开展干部考核工作，搞好干部教育训练组织协调工作，完成
干部监督举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查核工作，完成领导班子综合分析研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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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干部考核工作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1000.00,金额：
21000.00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查核资料装
卷归档

数量：600.00,单位：人,单价：40.00,金额：24000.00

干部教育训练组织协调工作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0

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12380举报件调查核实工作经
费

数量：14.00,单位：项,单价：1500.00,金额：
21000.00

开展干部考察工作
数量：36.00,单位：批,单价：4000.00,金额：
144000.00

查核信息复核、实地勘测工作
经费

数量：200.00,单位：人,单价：150.00,金额：
30000.00

对各类挂职干部走访慰问、关
心关爱、考核考察

数量：50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100000.00

领导班子综合分析研判
数量：20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挂职干部数量 5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年度干部考察、考核、研判、
查核等工作覆盖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考察、考核等结果可运用时间 ≥2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干部培养、干部配备提供可靠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干部和群众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务员业务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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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吴红 联系电话： 08162531026

项目概况

组织开展公务员公开遴选、公开选调、聘任制公务员工作，完成选调生“育用管”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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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业务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开展公务员相关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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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双一流”高校宣讲宣传册
数量：10.00,单位：集、部,单价：1500.00,金额：
15000.00

赴“双一流”高校宣讲差旅费
数量：10.00,单位：天,单价：4700.00,金额：
47000.00

选调生“感知绵阳行”系列活
动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50000.00

新录用选调生岗前培训
数量：120.00,单位：人,单价：900.00,金额：
108000.00

选调生示范培训班
数量：160.00,单位：人,单价：500.00,金额：
80000.00

数量指标
新录用选调生岗前培训和选调
生示范培训班培训人次

28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人岗相适率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2年

社会效益指标 公务员、选调生职业吸引力 持续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遴选、选调对象和用人单位满
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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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6-01至2021-07-31 项目负责人： 卿官亮 联系电话： 08162537488

项目概况

为了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拟组织召开纪念建党100周年座谈会暨党建业务培训费等各类庆祝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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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党性修养，展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伟大成就，营造爱党敬党护党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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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绵阳市优秀党员事迹案
例》及《绵阳市基层党
建“3+2”书记项目创新工作
案例》

数量：3400.00,单位：集、部,单价：25.00,金额：
85000.00

召开纪念建党100周年座谈会暨
党建业务培训会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5000.00,金额：
15000.00

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0,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建党100周年座谈会参会人数 2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8月前

质量指标 会议、活动计划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持续
影响作用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党员、尊重爱党敬党护党意识进一步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参与党员、干部、群众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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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62,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卿官亮 联系电话： 08162537488

项目概况

完成中央（省、市）重大课题研究3个，完成党建课题研究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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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高质量完成中央（省、市）重大课题研究3个，完成党建课题研究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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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中央（省、市）重大课题

数量：3.00,单位：个,单价：10000.00,金额：
30000.00

完成党建研究课题 数量：4.00,单位：个,单价：8000.00,金额：32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课题数量 6.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课题结题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相关决策发挥得依据作用 ≥3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有效发挥资政建言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课题报告使用人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人才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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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吴红 联系电话： 08162531026

项目概况

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共建研究生实践基地，召开各类人才工作会议，深化校地合作，开展人才工作
考察和人才统计数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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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人才工作系列决策部署，聚焦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
方面优秀人才”重要要求，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设西部人才强市的意见》，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扩大科技城人才品牌知名度，纵深推进西部人才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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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人才项目评审部门联席会
议、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全市人才工作大会等会议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40000.00

赴国内知名高校开展对接洽谈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30000.00

共建基地运维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人才统计数据分析、专家咨询
数量：2.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组建人才发展集团前期考察咨
询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带动引进高层次人才 11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引进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人数 ≥50人

引进培育“科技城人才计划团
队”

≥20个

带动引进高层次人才 ≥1100人

培育“绵州育才计划”高层次
人才

≥100个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扩大绵阳人才品牌影响力 持续扩大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市人才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升人才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贡献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共建基地、合作高校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调查研究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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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88,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为使各项组织工作开展有据可依，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组织、干部、人才等相关工作基本情
况，为计划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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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大力开展各类调查研究，为各项工作计划、开展、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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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党建工作调研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5000.00,金额：
45000.00

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学习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两新党建工作调研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0000.00,金额：
40000.00

干部选育用管调研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全市党代表视察调研活动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60000.00,金额：
60000.00

农村党建工作调研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3000.00,金额：
43000.00

街道社区、高校、企事业单
位、机关党建工作学习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学习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优秀年轻干部研判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参加全市党代表视察调研活动
党代表人数

1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调研计划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工作决策的影响时间 ≥3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各项工作计划、决策、开展提供可靠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调研结果使用人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业务培训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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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为提高业务能力，推动工作开展，计划组织网宣工作培训、城乡基层治理培训、人事科长培训、企事
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培训、公务员工作培训、干部档案管理培训、党员教育工作骨干培训等7类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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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培训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业务培训，切实提高业务人员工作能力，提升业务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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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人事档案业务培训合格证
继续教育培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6000.00,金额：
46000.00

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培训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2000.00,金额：
12000.00

全市网宣工作培训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9000.00,金额：
19000.00

全市公务员工作培训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3000.00,金额：
33000.00

全市新任组织人事干部培训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40000.00,金额：
40000.00

数量指标 举办班次 7.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各类培训班实际参训率 ≥98%

培训班次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参训人员业务能力与工作岗位
匹配周期

≥5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 业务人员能力素质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参训人员满意度、派出单位满
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印刷补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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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我部部刊《时代先锋》和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等日常业务性工作资料印刷量较大，公用经费无法满足
印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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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补助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对印刷业务的保障，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基础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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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事业单位专项调研和测评资
料印刷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5000.00,金额：
15000.00

部刊《时代先锋》编印费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40000.00,金额：
120000.00

城市党建资料印刷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5000.00,金额：
15000.00

数量指标 编印部刊《时代先锋》 3.00集、部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刊物出版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相关工作提供基础必要条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部刊《时代先锋》读者满意度 ≥95%

印刷需求业务科室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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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卿官亮 联系电话： 08162537488

项目概况

城乡基层治理组织协调等日常保障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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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城乡基层治理日常会议、调研、资料印刷等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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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县市区调研城乡基层治理工
作

数量：6.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30000.00

召开城乡治理工作相关会议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印发城乡基层治理相关资料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500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召开城乡治理工作相关会议 2.00次

印发城乡基层治理相关资料 1.00批

赴县市区调研城乡基层治理工
作

6.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城乡基层治理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城乡基层治理业务工作顺
利运转时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城乡基层治理工作的保障作
用

为开展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城乡基层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满意度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关爱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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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文刚 联系电话： 08162535466

项目概况

按照对干部职工关心关爱工作要求，年内组织看望慰问住院市管干部，发放市级机关（参公单位）职
工及家属生活困难补助，职工及家属患病医药费困难补助，看望主要职工和其他特殊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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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关爱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积极主动关心关爱干部职工，持续激发干部职工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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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级机关（参公单位）职工及
家属生活困难补助

数量：30.00,单位：人,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职工及家属患病医药费困难补
助

数量：30.00,单位：人,单价：1000.00,金额：
30000.00

看望慰问生病住院市管干部
数量：25.00,单位：人,单价：2000.00,金额：
50000.00

其他特殊困难补助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

看望主要职工
数量：10.00,单位：人,单价：2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看望慰问人次 12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31日

质量指标
对生病住院市管干部及市级机
关困难干部职工及家属慰问补
助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慰问对象的激励作用 ≥3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干部职工及困难家属的影响 发挥有效激励作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慰问对象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