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69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李援朝 联系人 范振华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32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监理规范性 规范

郑州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农业综合体发展项目

15137146069

项目详细信息

中牟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体发展示范项目由郑州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申报实施
（牟现农管〔2017〕 25号文），项目包括种植区购置滴灌系统、地布、种植槽、种植袋
等；设备区购置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储水罐、管道泵、施肥机等设备；温室改造维修遮阳系
统、湿帘系统、风机、设备电控系统及增加室内玻璃隔断等。2017年12月19日中牟县农委、
财政局对项目予以批复（牟农〔2017〕153号文）。

委托业务费 75000.00
基础设施建设 1245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牟农〔2017〕153号

本项目引进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按照GLOBAIGAP标准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农业系
统，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温光资源，实现项目节能、节水、节肥的目标；保证温室结构及配
套设备先进、可靠、适用；通过园区科学化管理，实现项目区机械化与自动化运营；将项目
区建成一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农业综合体，从而推动中牟地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将其打造
为郑州市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农业标杆项目。

专人负责，严格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制度管理。

该项目总投资325万元，分为两个标段，一标总投资862564.9元，经公开招标由河南鸿翔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建设内容为对园区内一连栋温室进行升级改造，分为育苗区、种植区
、设备区和温室结构改造四个板块，最终达到利用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进行育苗、种植、自
动控制的条件。二标总投资2003125.20元，经公开招标由河南金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
标，建设内容为育苗区、种植区的设备采购。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已建连栋温室主体进行科技创新，旨在将中牟县建成率先实现
农业现代化服务的综合体示范区，对郑州市现代农业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目前，各项工程全部施工完毕。2018年6月16日，管委会组织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
位对施工项目进行联合自验，各分项工程均按要求进行施工，工程招标手续完备，档案资料
齐全，各种检测报告合格，符合郑州市农委、郑州市财政局的验收要求，现申请中牟县农委
、中牟县财政局给予验收。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农业装备购置完成数 1

先进适用技术集成推广完成数 1

新品种示范推广完成数 1

农业装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先进适用技术集成推广成功应
用率

90%

新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应用率 90%

农业装备购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先进适用技术集成推广完成及
时性

及时

新品种示范推广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值增长
率

＞0%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民人均收入
增长率

＞0%

现代农业示范区机械化率 100%

农业示范园区农药、化肥使用
降低率

＞0%

受益农民满意度 8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设备设施维修维护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

新品种、先进使用技术推广长
期规划制定情况

建立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05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龚高山 联系人 龚高山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0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0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050000.00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详细信息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中牟县财政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政府投项目评审费

62160586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评审项目数量 =200个
形成评审报告 =200个

质量 评审成果验收率 =100%

项目背景：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预算管理，推进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政投资评审管理
规定》等相关法律、规格，对属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按照项目隶属关系由财政部门设立的
评审机构负责评审。
        项目内容：财政投资评审，是指财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运用专业技术手
段，从工程经济和财政财务管理方面，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安排、使用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财
政管理活动。财政投资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的保证。近年来中牟县投资项目多，设计标准高，投入资金量大，时间紧、任务重，根据政
府购买服务政策，重大的工程项目预算委托社会造价咨询机构进行评审。
        项目范围：1.财政预算内、外各项资金安排的建设、维修、改造项目。2.上级财政
部门交办评审的建设项目。3.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建设、维修、改造项目。4.政府性融资安排
的建设项目。5.使用科技专项费、城市维护建设费等财政性资金安排的项目。6.诚实公共设
施建设项目。7.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8.行政事业单位应纳入财政监管的自有资金建
设项目。9.需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问效的其他项目或专项资金。10.其他与财政性资金有关
的建设项目。
        组织架构：1.项目主管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向财政局提供经县领导签审的工程资料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豫财办【2011】6号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政府投资评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牟财【2011】30号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牟政【2015】8号

为加强政府头项目建设的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安排、使
用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财政管理活动；财政投资评审是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运用专业技术
手段进行的，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的基本保证。

中牟县财政投资管理办法，牟政【2011】30号。评审现场勘察管理办法豫财投审【2012】3
号。河南省造价咨询收费标准豫发改收费【2008】2510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推进全省财政
评审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

根据《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牟政【2015】
8号，参考中牟县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上级安排、本级预算计划安排及临时追加政府投
资项目，按照限时办结的原则：1.项目预算：5-10个工作日；2.项目结算或决算10-20个工
作日；3.其他评审事项：5个工作日，特大型项目或特殊项目确需延长评审时限的，须经财
政部门批准，并告知被审单位延长理由，但延长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保证评审工作的准确
、及时，为我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项目绩效目标

本着“不唯减、不唯增、只唯实”的评审理念，对2020年政府批复计划、政府投资项目以及
扶贫等项目造价进行招标控制价的评审，确定工程招标前期图审最高价控制和复核工程量工
作，确保招投标合理合法进行，减少不合理、不合法开支，节约政府财政资金，确保政府投
资项目按时落地实施，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好财政资金审核和监督。

2020年计划评审200个政府投资项目，形成评审报告200各，评审成果验收率100%，按照限时
办结的要求，及时完成评审，保证送审单位满意度达到90%以上。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劳务费 5000000.00

差旅费 50000.00

产出目标

数量



时效 评审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保证政府投资项目按时落地实
施

及时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送审单位满意度 ≥90%

评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信息管理水平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协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37001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冉宁 联系人 许聪慧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95739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95739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2020年）    

地产大厦安装档案设施设备

15617698539

项目详细信息

00根据县政府“中牟县房产交易中心”入住会议精神，依据档案库房标准及档案科学管理要
求，在房产交易中心6、7、8层安装档案密集架、档案保管所需设施设备所需资金

按照县政府“中牟县房产交易中心”入住会议精神，依据档案库房标准及档案科学管理要求
。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中牟县档案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用设备购置 2957390.00

项目绩效目标

做好公开招标工作，努力节约政府资金，按档案管理要求要求及时间节点做好档案设施设备
安装工作。

节约资金，保证项目质量。

由于房产交易中心入驻单位较多，开展工作中形成的需要妥善保存的档案较多，需要专门设
立档案库房、安装档案设施设备，用以开展对档案的科学管理

关于采购档案设施设备，结合市场情况及2017年中牟县财政审计工作会议精神，优化公开招
标模式，努力节约政府资金。

做好公开招标，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管控，加强监督审核，在项目进行中依程序办理，
保证项目质量，做好资金管理和使用。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设备使用率 100%

档案设施设备数量 5431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档案保管数量 满足进馆需要

档案保存质量 符合档案保护标准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设备维修责任机制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49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屈书伟 联系人 屈书伟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94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94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7093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70930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扬尘治理经费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69683791

项目详细信息
贯彻落实《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中牟县国省干线、县道及乡村道路扬尘治理集中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要求，积极推
进交通行业的农村公路扬尘治理工作，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县级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治理工
作任务。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负责全县地方公路面积为3630000平方米的道路扬尘治理工
作。

原管护面积2472440平方米，养护标准2元/平方米，管护费用4940000.00元，依据：郑州市
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公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郑交工[2015]253号）、
《郑州市农村公路扬尘治理考核办法》、《郑州市2018年道路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中
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牟
防领[2015]27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进一步加强城乡环卫体制建设方案的
通知》（牟政文[2015]150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以大气污染治理为重点深
入自查自纠攻坚整改方案的通知》（牟政文[2016]91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
县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方面攻坚方案的通知》（牟政文[2016]93号）、中牟县城乡道路扬尘专
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中牟县城乡道路扬尘专项治理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牟路扬
治文[2016]2号）、中牟县城乡道路扬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中牟县国省干线
、县道及乡村道路扬尘治理集中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牟路扬治文[2016]4号）、县委办
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牟县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及十个专项行
动方案的通知（牟办[2018]3号）。洗扫车、洒水车驾驶员工资和洗扫车、洒水车、垃圾清
运车车辆燃油、保险、维护保养费1393000.00元，依据：中牟县财政局《关于县交通局申请
扬尘治理机械购置及将使用费纳入部门预算的意见》。平安大道管护面积216000平方米，养
护标准3.5元/平方米，管护费用760000.00元，依据：中牟县财政局《 关于平安大道（广惠
街-景观大道）扬尘治理机械车辆燃油费和环卫工工资的意见》资金审核文件。 广惠街北延
道路、新月路等四条道路管护面积 697900平方米，养护标准1.5元/平方米，管护费用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公路扬尘治理养护面积 =3630000平方米

扬尘治理考核达标率 =100%

扬尘治理养护覆盖率 =100%

时效 道路机扫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道路环境质量达标率 =10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80天

细颗粒物（PM2.5）浓度较上年 明显下降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较
上年

明显下降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公路扬尘治理养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公路扬尘治理信息数据库建设
情况

完善

人力资源 扬尘治理人力资源配置情况 合理

部门协助

扬尘治理配置加水点 =9个

扬尘治理配置洗扫车 =11台

扬尘治理配置吸尘车 =2台

农村公路扬尘治理属于常年性、日常性工作，全县主要地方公路根据需要实行人工与机械相
结合的管养办法。1、保持农村公路路面干净整洁，及时清扫各种抛洒物；严禁垃圾堆放；
路面出现坑槽、松散等病害要及时处治。2、保持路肩平顺、干净整洁，及时清扫路肩垃圾
、尘土等杂物，做好清扫保洁工作。3、保持公路边沟通畅，无垃圾堆放。4、道路保洁人员
全天候进行道路清扫作业，机械每天不少于1-2次清扫作业。5、根据季节和天气变化情况，
全天候根据需要进行道路洒水降尘。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220000.00

1、贯彻落实《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中牟县国省干线、县道及乡村道路扬尘治理集中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要求，推
进农村公路扬尘治理，完成上级下达的县级道路清扫保洁、扬尘治理工作任务。2、降低大
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促进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加强农村公路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郑州市农村公路扬尘治理考核办法》、
《郑州市2018年道路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中牟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中牟县以大气污染治理为重点深入自查自纠攻坚整改方案》、《中牟县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方
面攻坚方案》、《中牟县城乡道路扬尘专项治理工作责任追究办法》、《中牟县国省干线、
县道及乡村道路扬尘治理集中行动实施方案》

其他交通费用 1320000.00

专用燃料费 200000.00

电费 100000.00

劳务费 600000.00

租赁费 200000.00

专用材料费 300000.00

产出目标
质量

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配套设施

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旨在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优化出行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县面积为3630000平方米农村公路（县道）大气污染防治达到环保目标要求。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扬尘治理配置洒水车 =9台

扬尘治理配置自卸车 =4台

扬尘治理配置垃圾清运车 =3台

双臂金属柱灯 =231个

投光灯 =4个

变压器 =4台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49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屈书伟 联系人 屈书伟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影响力目标

配套设施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豫交文[2013]575
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牟政
[2007]13号）、《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第31条。

按照《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投资为辅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筹措机制，努力提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水平。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中牟县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中牟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中牟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制度》
、

该项目属于常年性、日常性工作，对农村公路路基、路面、桥梁及时进行维修保护，保持好
路率在100%。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中牟县地方公路管理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农村公路养护费

69683791

项目详细信息

地管所负责中牟县1406.152公里的农村公路（县道及骨干乡道）管养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大修、中修、小修保养、路基、路面、桥梁及公路附属设施的维修维护。

办公费 150000.00

工会经费 120000.00

生活补助 140000.00

维修(护)费 600000.00

奖金 630000.00

退休费 850000.00

差旅费 130000.00

印刷费 20000.00

邮电费 20000.00

津贴补贴 395000.00

劳务费 1200000.00

电费 150000.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0000.0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530000.00

水费 25000.00

租赁费 600000.00

专用材料费 10560000.00

基本工资 1080000.00

其他交通费用 500000.00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公路养护里程数 =1406.152

公路养护考核达标率 =100%

公路养护覆盖率 =100%

水毁、塌方处理及时率 =100%

路面病害处理及时率 =100%

排水系统清理及时率 =100%

公路、桥梁及附属设施完好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公路优良路率 =100%

公路有责安全事故下降率 =100%

危桥危路占比率 =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养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公路信息数据库建设情况 完善

人力资源 公路养护人力资源配置情况 合理

部门协助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质量

时效

项目绩效目标

为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长效机制，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多元化、社会化进程，努力做到“有
路必养、养必见效；有路必管，管必到位”。

完成全县1406.152公里的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配套设施 公路养护配套设施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83001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项目负责人 王琼喆 联系人 王琼喆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915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915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园区产业咨询及品牌策划专项经费

13213199792

项目详细信息

国内专业咨询机构对园区进行产业定位问诊，对园区发展做出产业方案策划，为园区量身打
造产业布局，产业规划，指导园区下步更加健康有序发展。以及邀请国内知名广告公司对园
区进行品牌策划，LOGO、VI，导示系统设计，全面提升文创园品质及形象，为文创园后期宣
传工作，打造优秀的品牌形象。

数字科技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发展，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郑州市把战
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领域。徐立毅书记上任之后，对郑州的发展进行了东强西
美南动北静中优外联的战略部署，其中东强是以郑东新区为依托，统筹经开区，中牟县部分
区域。中牟县对郑州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文创园作为中牟县的第三产业发展载
体，是创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
郑州市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领域，重点关注五大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新能源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现代化旅游业、商贸休闲娱乐业。文创园作为中牟县第三
产业发展的载体，重点担负着信息技术产业和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此次项目立项为文创园的
发展做出产业方案策划，为园区量身打造产业布局，产业规划，使其下一步发展更加健康有
序。

影响力目标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绩效目标
为园区量身打造产业布局，产业规划，指导园区下步更加健康有序发展。以及邀请国内知名
广告公司对园区进行品牌策划，LOGO、VI，导示系统设计，全面提升文创园品质及形象，为
文创园后期宣传工作，打造优秀的品牌形象。
园区品牌策划完成，LOGO、VI，导示系统设计完成，园区宣传工作到位，品牌形象优秀升级
。园区产策划定位明确，各个产业板块发展健康，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入驻园区，为园区实现
3000万人次旅游再添新的动力。

全面负责园区项目的管理和运作，确保制度和程序的有效执行，项目计划进度、质量、安全
和成本控制，保证目标的实现。负责产业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参与产业方案的置顶与落实，
队伍的管理及业务指导。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指导园区建设和对园区的监管，
并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上级部门对文化产业负责园区的指导
和监督管理工作，按规章组织执行相关命名评审及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园区之间的交流活

项目开始时间为2020年1月1日，项目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开始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
。开始阶段四个月，项目咨询方考察园区具体情况，掌握园区发展方向和产业类别，为园区
做出初步的定位和产业发展方案。中期阶段四个月，为园区调整产业规划，做出中期发展方
案。后期阶段企业掌握园区发展方向，为园区量身打造产业方案、招商方向。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39150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咨询策划数 ≥4

导示系统设计数 =1

质量 策划编制成果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策划编制成果提交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带动园区经济增长率 ≥5%

社会效益 公众满意度 ≥9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周边受益群体满意度 ≥85%

档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策划编制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部门协助编制制度健全性 健全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49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张长军 联系人 邵峰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2020年）    
中牟县2018年度郑州市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项目县级配套

0371-62128125

项目详细信息
1、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4年郑州市委、市政
府提出“美丽乡村”建设；2015年河南省选择175个乡镇、271个村庄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
2、中牟县2018年度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包括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明山庙村新建工程，
中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十里铺村续建工程。包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民居改造、道路雨污
水管网建设、生态环境修复等。
3、市农委负责对项目建设进行核准批复；县新村办负责项目日常监督检查、竣工验收和项
目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县财政局负责财政资金的日常监督和管理，根据下达项目资金计划
和项目建设进度核拨资金，监督检查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乡镇街道办事处负责项目的申报、

郑农【2018】47号、郑财预【2017】845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配
套资金的承诺函》

产出目标

数量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中牟县新型农村社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实施有利于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保
护，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发展村域经济和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使村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1、县级根据市级财政下达资金1:1配套；2、建设严格按照市农委批复的项目建设；3、要积
极调动项目村及村民的主题意识，加强各项设施的运行维护。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建造广场个数 ≥2个

民居改造户数 ≥160户

修整道路面积 ≥5000㎡

安装路灯数量 ≥260盏

雨水、污水管网长度 ≥5000米

建造广场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民居改造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道路验收合格率 =100%

路灯验收合格率 =100%

建造广场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民居改造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道路竣工及时性 及时

路灯使用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村民投诉数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1100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1、民居改造完成；2、村内道路修整完成并完成养护；3、村内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4、
村庄基本具备游览条件。
村庄更好更快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完成全部工程，结算审计结束，项目资金支付完毕。

2018年年底完成招投标工作；
2019年年初开始进场施工；
2019年完成项目建设并达到验收合格；
2020年完成工程审计并完成项目资金支付。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时效

基础设施建设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长效管理 养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维护配套设施的完备性 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岳艳丽 联系人 62160667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62160667

项目详细信息
目标是在2020年底编制完成中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拟委托第三
方机构方式编制完成中牟县“十四五”规划纲要，范围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产业建设、民生
建设、社会治理及党建方面，具体内容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组织架构为第三方机构为主要编制方，县发改委为业主单位。计划7月底前完成招投标工
作，确定第三方机构；9月底前形成初步框架；10月底前完成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完善工作；
11月底前完成意见征集工作，并提交县委、县政府研究；12月底前完成提交人代会审议准备
工作。
牟发改【2019】104号

“十四五”时期 是中牟县全面推进国家中心城市东部新城建设，实现“东强”张略目标，
建设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窗口、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基地”的关键时期。科学编制和实施“十四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省、市统一部署，每五年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需
要在2020年编制完成。

制定印发了《中牟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牟县“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牟
政办〔2020〕4号），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的中牟县“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编中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工作经费

其他交通费用 10000.00

办公费 40000.00

印刷费 200000.00

2020年7月前，完成项目招标工作，确定第三方机构；9月底前，完成前期调研、材料收集等
工作，初步确定规划纲要框架；10月底前，完成规划纲要指导思想、发展原则、重点工作等
内容；11月底前，完成各方意见征集工作，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提交县委、县政府审
议。2020年底前，完成人代会审议准备工作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劳务费 700000.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差旅费 5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提交县人代会审议，并正式印发
根据县委、县政府研究意见，对规划纲要进行修改完善，完成提交县人代会审议前的准备工
作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十四五"规划纲要 =1个

质量 成果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成果验收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成果转化率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方满意度 ≥85%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信息公示公开率 =100%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於红太 联系人 徐京园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2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2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2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25000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根据县政府工作要求，从2013年到2016年我委承办45家平价蔬菜商店建成并投入经营。每家
平价蔬菜商店要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有相对独立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场所，每个平价商
店店面不少于40平方米，主要经营品种为群众基本生活必须的农副产品。覆盖我县大型社区
平价蔬菜商店，方便群众的购买，切实让群众感到方便、安全、低廉、实惠。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平价商店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平价蔬菜商店主要经营的农副产品和蔬菜价格相对低于同类市场价，每家平价蔬菜商店要有
不少于30个品种的蔬菜经营销售，且每天要推出不少于5个品种的1元菜。平价蔬菜商店真正
起到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保障群众就近买到农副产品。
平价蔬菜商店办公室每周对商店进行两次不定期检测，检测是不是经营的蔬菜品种有30种低
于市场价格、按规定每天退出5个1元以下蔬菜品种、蔬菜质量、店内环境卫生等作为考评制
度，对在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期，擅自太高价格、无法保障供应、平抑价格、承担社会
责任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擅自转让经营权利或擅自改变经营法人的，取消其经营平价蔬
菜商店资质。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平价超市补助款

15838177139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补助平价超市数量 =45家

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补助对象政策条件符合率 =100%

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每户每年平价超市补助款 =50000元

经济效益
平价超市低价菜价与周边市场
菜价降低率

≥15%
城区平价超市1公里内线网覆盖
率

=100%

平价超市价格投诉受理率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周边居民满意度 ≥90%

长效管理 跟踪督查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平价蔬菜管理办公室建设情况 建立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平价超市门头统一率 =100%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27001 资金用途 信息化工程

项目负责人 刘英泽 联系人 刘英泽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24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每半年对平价蔬菜商店商店执行价格政策、履行平抑物价社会责任和经营情况进行考核，根
据考评结果拨付上半年平价蔬菜商店补助款25000元。

项目构成

				
平价蔬菜商店覆盖县城区域大型社区，方便群众生活，使群众能够买到低于同类市场价格新
鲜农副产品，减少群众生活支出，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县城区域平价蔬菜商店的经营，有效降低群众对农副产品购买支出成本，抑制主要农副产品
价格异常波动，保持市场价格平稳，使群众吃上放心菜。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对企业补助 225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2020年）    

平安建设一期、二期、新建道路监控及2016年新建监控运行维护费（收费返还）

13607666691

项目详细信息

产出目标
质量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公安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监理规范性 规范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更换后端设备数 =10个

维护后端设备量 =20个

维修维护监控数量 =1956处

质量 设备故障发生率 <0.1%

时效 系统、设备维护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后端设备及监控、卡口正常运
行天数

≥345天

监控卡点覆盖率 ≥95%

数据传输准确率 =100%

有效信息利用率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使用单位对监控运行满意度 >80%

信息平台建立情况 建立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一、一期平安建设系统运行维护费185.369万；其中：系统维护费59.53万元、网络连接光纤
租赁费105.79万元、；二、二期平安建设系统运行维护费392万；其中：电费年需180万、光
纤租赁费年48万、监控系统维护费164万；三、新增道路交通设施运行费1008.08万；其中：
光纤租赁费620.36元、电费3877160.35元；四、2016年新建监控运行费用252.03万。其中：
光纤租赁费179.4万、电费726313元。五、2015年监控及卡扣及维修维护费455万元。

《关于中牟县平安城市建设系统运转及维护资金预算评审报告》、《关于将2012年监控系统
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的请示》、牟财评[2015]304号《关于中牟县公安局将新
增道路交通设施的运行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审核意见》、牟财行审[2017]12号《关于县公安局
〈关于将2016年新建监控运行维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的请示〉的审核意见》

维修(护)费 8280000.00

劳务费 90000.00

租赁费 9750000.00

随着监控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全县监控运行费用也相应加大，为更好的保证监控系统的正常
运转，更好的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申请此项资金。
1、光纤租赁费，按月按合同向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支付；2、电费，及时向供电部门及个人
支付；3、维护费，定期保养维护设备等。
1、光纤租赁费，按月按合同向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支付；2、电费，及时向供电部门及个人
支付；3、维护费，定期保养维护设备等。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电费 433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确保全县道路及各公共场所监控系统正常运行

确保全县道路及各公共场所监控系统正常运行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8001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马银凤 联系人 刘赵伟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156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835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3202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3202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数量 环境监测仪器数量 =2

质量 材料设备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 采购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完成

成本

机动车环保遥感监测设备

62129016

项目详细信息

在覆盖高排放车辆通行的主要道路安装1套以上固定尾气遥感监测设备建立网络监控平台实
现国家、省、市三级联网。

牟财建审[2019]051号《中牟县财政局关于中牟县环境保护局购置购置环境空气网格化监测
站、路边站、机动站和高空监测系统仪器设备及软件平台资金的审核意见》

环保工作日益艰巨，制定环保决策需要严谨的技术数据支撑，才能做好环保攻坚战。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环境保护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设备购置，及时完成监测站建设，投入到环保攻坚战。

完成设备购置，及时完成监测站建设，投入到环保攻坚战。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1、加强在用机动车排放控制，实施在用汽车排放检测强制维护制度。2、建立机动车超标排
放信息数据库。3、减少机动车怠速尾气排放。

依据政策购买检测设备，建立监测站，出具监测数据，制定环保决策。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专用设备购置 2835800.00

产出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新增设备使用率 科学规划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长效管理 后续日常管理工作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07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徐永庆 联系人 邢丽娟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56788339

项目详细信息

垃圾是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垃圾处理日
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国家为防治城市垃圾污染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采取有利于减少城市垃圾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
利用城市垃圾循环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对城市垃圾进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处置。坚持减量化是切入点和着力点、资源化是垃圾减量的重要手段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
途径、无害化是全过程的基本要求和末端处理的最终目标，如不能妥善处理，就会污染环
境，影响环境卫生，浪费资源，破坏生产生活安全，破坏社会和谐，因此垃圾处理是城市管
理的基础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城市文明整体水平的重要举措。
2015年7月1日，中牟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和河南省中牟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服务
协议，生活垃圾指单位和居民在日常生活及为日常生活服务中产生的废弃物，包括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玻璃、湿垃圾和干垃圾。
生活垃圾收集及处置经费项目为转向资金，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
注：自2018年4月起，开封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不再接收中牟县生活垃圾，中牟城区每
天产生的垃圾由江苏丰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

（1）中牟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室会议纪要【2015】1号文件
（2）中牟县财政局资金审核文件牟财建审【2015】202号文件
注：自2018年4月起，开封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不再接收中牟县生活垃圾，中牟城区每
天产生的垃圾由江苏丰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

2015年全年生活垃圾清运1087[ 数据来源：2015年牟财建审（2015）202号。生活垃圾处理
包括垃圾收集、垃圾运输、垃圾末端处置3个阶段，垃圾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量，除了实现
源头分类减量，对于已产生的垃圾做好清运和末端处置工作，提升清运和末端处置能力更为
重要。垃圾末端处置指以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将垃圾进行处置，是垃圾处理的末端
项目涉及的单位包括资金拨款单位，项目主管单位及生活垃圾收集及处置的相关运营单位。
（1）资金拨款单位：县财政局
接受区绿容局提出的项目预算申请，财政专管员、科室领导、分管领导逐级审核资金申请，
提出审核意见，按程序拨付资金，对预算资金进行安排、拨付、管理及监督。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环卫大队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新鲜生活垃圾处理费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南片处置生活垃圾量 =118534吨

南片粪便处置量 =54979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按照政府建设“智慧、低碳、宜居”城市的要求，确保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
及时规范垃圾收运处置，促进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的开展，保障区
域环境整治，保持区域环境卫生，保护市民身体健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城市文明整
体水平。
注：自2018年4月起，开封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不再接收中牟县生活垃圾，中牟城区每
天产生的垃圾由江苏丰盈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
（1）建立合理、明确的财务制度和项目实施管理制度，包括政府采购制度、监管制度等，
并严格执行对运营单位的监管职能；依据《XX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本市生活垃圾运输处
置结算价格的通知》（X绿容〔2012〕X号）及相关合同支付运输费及末端处置费，确保专款
专用率达100%；
（2）区域内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粪便等垃圾的收集及处置完成率达到100%，垃圾密闭化
运输率以及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运输及处置运营单位具备相关资质，运输及处置及
时；
（3）区域日产生生活垃圾达到市级控制标准871吨，201X度年垃圾无害化处置率以及餐厨垃
圾、湿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较2015年度有所提升，使垃圾处理达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
化”的目标，并确保无年度安全事故；
（4）提升项目受益方的满意度，争取达到85%以上；人力资源配备健全，建立垃圾处理应急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配合做好“美丽城区”环卫设施改建工作
根据“美丽城区”建设工作的相关要求，排摸梳理全县、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等环卫设
施，共同制定“美丽城区”环卫相关的建设标准和管理标准，量化“美丽城区”环卫设施改
建指标。明确各街环卫设施的任务，并协助街镇完成项目立项，经费对接，做好行业指导。
稳步推进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建工作
确保全区环卫作业不断不乱。以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文明行业创建为契机，统一标准、规范
管理、加强培训，指导环卫作业企业以一线作业文明班组创建为抓手，提升环卫工人作业形
象，提高环卫作业服务水平。
强化道路扬尘污染控制管理工作
作为道路扬尘治理的牵头部门：一是牵头成立了道路扬尘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进一步健全道
路扬尘预警四级响应机制。三是提升道路保洁机械化作业水平。注：自2018年4月起，开封
中节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不再接收中牟县生活垃圾，中牟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由江苏丰盈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劳务费 20000000.00

（1）建立合理、明确的财务制度和项目实施管理制度，包括政府采购制度、监管制度等，
并严格执行对运营单位的监管职能；依据《XX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本市生活垃圾运输处
置结算价格的通知》（X绿容〔2012〕X号）及相关合同支付运输费及末端处置费，确保专款
专用率达100%；
（2）区域内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粪便等垃圾的收集及处置完成率达到100%，垃圾密闭化
运输率以及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运输及处置运营单位具备相关资质，运输及处置及
时；

产出目标

数量



南片餐厨垃圾处置量 =30483.6吨

北片生活垃圾处置量 =275245吨

北片粪便处置量 =116132吨

北片餐厨垃圾处置量 =16255.5吨

大件垃圾处置量 =88146.49吨

垃圾密闭化运输率 =100%

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100%

垃圾无害化处置维持率 =100%

时效 垃圾处置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垃圾日均进场处置量 ≥871吨

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较去年提高
餐厨垃圾、湿垃圾回收利用情
况

较去年提高

有责事故发生数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人员满意度 ≥85%

垃圾处理应急预案 具备

投诉整改率 =100%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建设情况 健全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计量设备的完备性 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9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浩亮 联系人 马军伟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8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8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中牟县粮食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疫情防控期间物资采购资金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13607676265

项目详细信息

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需采购消毒用品及口罩等物资。

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需采购消毒用品及口罩等物资。

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需采购消毒用品及口罩等物资。

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需采购消毒用品及口罩等物资。

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需采购消毒用品及口罩等物资。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办公费 3000.00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疫情防控购置数量 ≥300万只

质量 疫情防控物资质量 =100%

时效 购置物资时效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疫情防控经济效益 =100%

社会效益 细菌过滤效率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疫情防控满意度 ≥95%

长效管理 疫情防控长效管理 =100%

人力资源 疫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 ≥100%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专项推动疫情防控信息共享的
情况

=1

其它 疫情防控政策知晓度 ≥95%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42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肖海涛 联系人 肖海涛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83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83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293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29300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河南省2018-202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
见》。 项目的设立，可以显著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作业质量和科技水
平,助推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农业机械管理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农机购置补贴

15938763635

项目详细信息
此项目是国家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和更新的农业生产所需的
大型先进适用农机具给予的专项补贴资金，2020年下达中牟县的专项资金为1183万元。

29000.00

专用燃料费 473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将疫情全面稳定，损失减少到最低。

将疫情全面稳定，损失减少到最低。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其他交通费用 38000.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农机补贴涉及农户数量 ≥600户

质量 资金补贴农机用户覆盖率 =100%

时效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发生投诉事件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9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粮食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粮油储备有限公司新库区建设

项目绩效目标

   可带动我县经济农机销售三千五百余万元,可享受惠民购机800余户。

   计划2020年底完成目标任务。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保障制度和措施有《中牟县2018-202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牟农机文[2018]8号)《
中牟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理》《中牟县农机购置补贴绩效管理制度》。

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各乡镇会议,发放宣传页,张贴公告,利用电视台,新闻媒体等,使我县广大
机手能够知晓。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11830000.00



项目负责人 刘浩亮 联系人 刘浩亮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7050462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033992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储备公司新库区粮食储存容量 =72800吨

质量 储备公司新库区粮食质量 ≥90%

时效
储备公司新库区建设粮食时效
性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不完善粒 ≤8%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职工满意度 满意

长效管理 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

早日完成整体搬迁工作，维护职工稳定。

早日完成整体搬迁工作，维护职工稳定。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按照上级精神，中牟县老旧片区核心区涉及搬迁项目有关问题。

严格按照评估后的价值设立粮油储备公司迁建专项资金，用于安排公司重建、搬迁租赁等所
有支出，待县粮油储备公司新建完工后，将此项资金余额上交县财政国库。

迁建项目由县规划中心负责新仓库的选址、县粮食局负责新仓库异地重建工作、相关费用由
县财政负担。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对企业补助 30000000.00

15188329369

项目详细信息

按照上级精神，中牟县老旧片区核心区涉及搬迁项目有关问题。

牟粮【2018】65号文、牟政会纪【2018】8号 关于中牟县粮油储备有限公司搬迁项目中一、
二、三条由县财政负担的各项费用——资产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3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文斌 联系人 王文斌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87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7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行政村 =274个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促进集体经济保值增值 促进集体经济保值增值

社会效益
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

环境效益

完成全县274个行政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完成全县274个行政村的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年底前完成16个试点村的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工作。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级和乡镇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此项工作
。二是强化督导指导。对各项改革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列入年度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三是加
大政策扶持。财政部门安排工作经费，保障工作和项管理平台的建设运行。四严肃工作纪律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民主权益，做好不同对象的思想工
作，讲请政策，避免和防止工作简单化和少数人说了算。
2019年1月-2019年12月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支出 875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2020年）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项目经费

0371-62183333

项目详细信息

完成全县274个行政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发【
2017】1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文【2017】192号。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
归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目的，以推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为重
点任务，以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为核心，以清产核次、成员认定、资产
量化和股权设置为主要内容，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
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新的实现形
式和运行机制，加快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发展新型集体经
济，促进集体经济，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增加农民财产收入。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长效管理 建立机制 完成

人力资源 完善 完善

部门协助 配合 配合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0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朱志举 联系人 王堆山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重点课题完成数 =63项

热点课题研究数 =46项

政府调研课题数 =61项

政府专题目研究数 =23项

民生问题问卷发放数 =50项

一般及以上课题数 >36项

无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无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110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提高政府决策能力

中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政策决策咨询智库建设

62160891

项目详细信息

政策智库建设

政策智库建设

工作需要

逐步建设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质量 课题验收通过率 ≥95%

时效 课题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成果转化率 =100%

成果批示数 ≥10批

成果引用情况 ≥2次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课题负责人满意度 ≥80%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信息管理水平 完备

专家库建设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保障 充分保障

部门协助 部门协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20001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项目负责人 段文周 联系人 段文周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依据河南省财政厅文件 豫财贸【2019】118号文件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贸发
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支持外贸稳中提质，优化进出口结构，培训外贸竞争新优势，促进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
支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高技术和服务出口质量，培训服务贸易专业人才。
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支持对外承包工程保持增长，鼓励重点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
支持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按照政策制度要求，逐级落实责任，完善预警机制及配套举措，加强管理，实时共享机制保
证项目的实施。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按照时间节点要求，认真完成项目各阶段的工作。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对企业补助 11000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中牟县商务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037162160666

项目详细信息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中央外经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支持外资增量奖励企业个数 ≥2个

支持外资增量企业进出口金额 ≥200万

招商引资利用外资质量 提高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持续提高

时效 专项资金拨付及时 及时

成本
降低获取补助外贸企业经营成
本

降低

增加中小企业外贸数量 ≥30个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较大贡献

带动外贸进出口新增 ≥3500万

改善外资企业发展环境 改善

稳定就业 明显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获取补助企业对政策的满意度 ≥80%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水利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中牟县2018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数量指标：支持外贸增量奖励企业个数，支持外贸增量企业进出口金额。
时效指标：专项资金拨付及时，吸引投资项目落地及时。
质量指标：提高招商引资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向一类疫情地区倾
斜。
成本指标：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和招商引资项目运营成本。
经济效益：中小外贸企业数量增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带动外贸进出口
新增。
社会效益：改善外资企业行业发展环境，带动就业人数，稳定就业效应。
提前下达2020年度中央财政外经外贸发展资金
数量指标：支持外贸增量奖励企业个数，支持外贸增量企业进出口金额。
时效指标：专项资金拨付及时，吸引投资项目落地及时。
质量指标：提高招商引资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向一类疫情地区倾
斜。
成本指标：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和招商引资项目运营成本。
经济效益：中小外贸企业数量增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带动外贸进出口
新增。
社会效益：改善外资企业行业发展环境，带动就业人数，稳定就业效应。
可持续影响：对外经贸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单位编码 140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龚占强 联系人 龚占强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629338.19 项目本年度金额 4629338.19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基础设施建设 4558538.19

项目绩效目标
工程全部建设完成后，改善灌溉面积2.875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875万亩，极大地改善
项目区农业的基础生产条件，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坚
实的基础。据测算，年新增供水能力158.4万立方米；年新增节水能力140.88万立方米；年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65.94万公斤；年新增经济作物产值448.5万元。

项目完成后，据测算，年新增供水能力158.4万立方米；年新增节水能力140.88万立方米；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65.94万公斤；年新增经济作物产值448.5万元。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中牟县2018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由郑州市水务局以郑水〔2018〕41号文批复实施。
建设地点位于中牟县刁家乡，涉及沟张村、牛家村、石灰窑村、城前张村、东陶村、汴家村
、石家村、白家村、韩家村9个行政村。共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875万亩。主要建设内容
为：安装水泵176台套；安装玻璃钢井房249座；安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设备575套；埋设低
压输水管道172.63千米；疏浚排涝沟11.60千米；新建桥涵33座；新建变压器台区4处；敷设
低压电缆61.25千米；新建机耕路5.7千米。工程总投资24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1200
万元，省财政投资1200万元。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和省级资金预算指标
的通知》豫财农〔2017〕200号文；《郑州市水务局关于对中牟县2018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郑水〔2018〕41号文。
农业是中牟县的基础产业，为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牟县政
府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十分重视，近年来，经过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农田水利设施呈
现良好发展势头，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是，由于项目区农田水利设施配套不齐
全，管理不善，水利设施损坏严重，目前的灌溉体系已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造成
水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阶段急需进行农
田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项目
建设十分必要。为了工程能够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稳步推进实施，实际工作中我们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
强领导。把项目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对工程建设实行日通报、周例会制度，针对各阶段
工作完成情况，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加强项目建设督导，确保项目建
设进度。二是落实责任。按照“前期项目抓审批、在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验收”的工
作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对建设项目进行逐项分解，倒排工期，落实参建单位责任，形成一
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抓具体，承办单位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三是健全制度。按照“抓落实
、制度化、具体化”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把项
目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促进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四是强化管理。切实加大项目建设
监管力度。在强力推进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按照项目建设
管理规定进行工程报批、建设、验收，确保每项工程有章可循，依规而行。严格执行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加大项目资金监管力度，确保项目资金的合理、规范使用。五是足额落实配套
资金。积极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及时与发改、财政部门沟通，确保资金足额到
2018年5月做好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建立工程施工指挥部（领导组）、施工招标、料物
准备等；
2018年5月开始施工；
2018年底完成施工任务。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70800.00

13592402628

项目详细信息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安装水泵 176台

安装玻璃钢井房 249座

安装水价改革设备 575套

埋设低压输水管道 17263千米

质量 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灌溉设施完善度 完善

农民群众满意度 8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长效管理 长效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业务培训健全性 健全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灌溉配套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63002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哲、徐志刚 联系人 陈哲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5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2275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22750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基本工资 350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详细信息
全县共有餐饮单位2380家，餐饮摊贩340户，流通环节4380户，市场摊贩450户，生产企业47
家，小作坊260家，共计35400余人；公共场所674家，共计4421人。全县共计39821人需要办
理健康证。按照中牟县卫计委及卫生监督所工作要求对辖区内公共场所进行卫生监测，目前
我县辖区内共有各类公共场所665家，其中美容美发业355家，旅店业161家，文化娱乐场所
52家，商场、书店26家，游泳场所（含宝宝游泳馆）27家，其它场所44家.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财税【2017】20号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
知，第三条、取消、停征或减免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管理职能
所需相关经费，由同级预算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影响依法履行职责，其中，行政单位和财政
补助事业单位有关经费支出，纳入相关单位预算予以保障。

规范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杜绝相关传染病的传播，维护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
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作。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产出目标

数量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卫生防疫站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卫生防疫服务工作经费

62190367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公共卫生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项
目采样数

7个
饮用水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数

1套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
统建设数

1套

XX市职业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数 1套
食源性疾病事件报名系统建设
数

1套

病例监测报告系统建设数 1套

中毒日常干预工作完成率 =100%

社区营养教育指导社区覆盖率 =100%

社区营养讲座参与总人数 >100%
学校营养教育与指导工作完成
率

=100%
企事业营养教育与指导工作完
成率

=100%

培训督导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区县项目考核反馈情况 有反馈

时效 监测数据、报告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营养卫生监测干预人群覆盖率 =100%

食源性疾病监测覆盖率 =100%

环境卫生监测覆盖率 =100%
营养卫生样品检测新方法验证
应用数

=2个

发生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事件
数

=0起

学校卫生监测覆盖率 =100%

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建档覆盖率 =100%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监测设施配置情况 配备齐全影响力目标
配套设施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的规定，杜绝相关传染病的传播，维护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为了杜绝相关传染病在消费者中传播，在检查工作中力争做到认真细致，不遗漏一例可疑患
者，切实维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监测人员配备情况 配备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6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毛广志 联系人 毛广志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9588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疫情防护物资 ≥227000件套

环境消杀物资 ≥7800箱件

检测检验物资 ≥3700盒件

应急药品 ≥28000盒

医疗设备 ≥2746台套

一线医务人员慰问 ≥35人

防疫物资采购完成率 ≥95%

防疫物资采购合格率 =100%

影响力目标
配套设施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62156183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其他支出 9588000.00

无

项目绩效目标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2020年）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购置

项目详细信息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防控经费保障工作。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
（财社[2020]2号），《中牟县财政局、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牟财[2020]6号

为规范、科学、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进一步建立健全疫情应急物
资保障体系，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疫情的物资保障能力。

　 1、《中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内部控制实施方案》
　　2、《中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办法》
　　3、《中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务管理制度》
　　4、《中牟县卫生计生系统2017年度目标管理考核细则》

自2020年1月24日开始，到疫情防控工作结束，根据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方案，实施疫情防控
工作所需的防护、诊断和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的采购、储备、分发等。

项目构成

质量

产出目标

数量



一线医务人员慰问金发放率 =100%

防疫物资采购及时率 =95%
一线医务人员慰问金发放及时
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确诊、密切接触、外地人员检
测率

=100%

确诊对象及时救治率 =100%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普及率 ≥98%
院内医务人员、防控人员感染
率

=0%

环境效益

社会群众疫情防控满意度 ≥95%

医务人员、防控人员满意度 ≥95%

长效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目标 完成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确诊病例信息公示公开率 =100%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49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张长军 联系人 王静宇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新型农村社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官渡镇官渡桥村2016年度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县级配套

产出目标

62128125

项目详细信息
1、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4年郑州市委、市政
府提出“美丽乡村”建设；2015年河南省选择175个乡镇、271个村庄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
2、中牟县2018年度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包括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明山庙村新建工程，
中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十里铺村续建工程。包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民居改造、道路雨污
水管网建设、生态环境修复等。
3、市农委负责对项目建设进行核准批复；县新村办负责项目日常监督检查、竣工验收和项
目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县财政局负责财政资金的日常监督和管理，根据下达项目资金计划

牟财农审【2018】41号、牟新村办【2018】41号、郑农【2016】130号、郑财预【2016】373
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配套资金的承诺函》

项目实施有利于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保
护，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发展村域经济和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使村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1、县级根据市级财政下达资金1:1配套；2、建设严格按照市农委批复的项目建设；3、要积
极调动项目村及村民的主题意识，加强各项设施的运行维护。

2016年年底完成招投标工作；
2017年年初开始进场施工；
2018年完成项目建设并达到验收合格，
2019年年底前完成项目竣工审计并通过市级验收。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基础设施建设 300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建设停车场面积 ≥2500㎡

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面积 ≥1500㎡

民居改造户数 ≥95户
购置安装农业废弃物处理及资
源利用设施

=1套

建设文化游园 =1个

建设公测 =2个
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验
收合格率

=100%

民居改造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公测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竣工及
时性

及时

民居改造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采购安装
及时性

及时

文化游园绿植、设施等养护及
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村民投诉数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长效管理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1、民居改造完成；2、村内道路修整完成并完成养护；3、村内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4、
村庄基本具备游览条件。

为了促进村庄更快更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本年度修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1个，改造居民
户数100户以上，修建游园1个，采购农业废弃物处理设备并安装1套，修建停车场面积不低
于2500平方米，建造公测2座，保证安全事故安生数0起，无村民投诉事件。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49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张长军 联系人 邵峰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中牟县新型农村社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中牟县2019年度郑州市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项目

0371-62128125

项目详细信息

1、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4年郑州市委、市政
府提出“美丽乡村”建设；2015年河南省选择175个乡镇、271个村庄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
2、中牟县2018年度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包括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明山庙村新建工程，
中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十里铺村续建工程。包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民居改造、道路雨污
水管网建设、生态环境修复等。
3、市农委负责对项目建设进行核准批复；县新村办负责项目日常监督检查、竣工验收和项
目资金使用的日常监管；县财政局负责财政资金的日常监督和管理，根据下达项目资金计划

郑农【2019】56号文、郑财预【2019】40号文、《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配套资金的承诺函》。

项目实施有利于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保
护，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发展村域经济和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水平，使村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1、县级根据市级财政下达资金1:1配套；2、建设严格按照市农委批复的项目建设；3、要积
极调动项目村及村民的主题意识，加强各项设施的运行维护。

2018年年底完成招投标工作；
2019年年初开始进场施工；
2019年完成项目建设并达到验收合格。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基础设施建设 600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1、民居改造完成；2、村内道路修整完成并完成养护；3、村内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4、
村庄基本具备游览条件。

促进村庄更快的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资产管理

建造村民综合服务中心个数 =1个

建造主体楼栋数 =1栋

修建生态停车位面积 ≥160㎡

绿化面积 ≥2000㎡

修建古街个数 ≥1条

修建给排水、污水管网米数 ≥600米

楼房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停车位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修建古街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给排水、污水管网工程验收合
格率

=100%

绿化工程合格率 =100%

楼房建筑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停车位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古街修建工程竣工及时性 及时
给排水、污水管网工程竣工及
时性

及时

绿化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率 =0起

村民投诉数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长效管理 养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维护配套设施的完备性 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52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云献 联系人 王云献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投入与目标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医疗保障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

62126509

项目详细信息

 根据郑政办文[2016]56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根据上年度城乡低保
、农村低保等救助对象总人数，按照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安排大病医疗救助资金预算。
城乡低保、五保等救助对象按5750人计算，需资金1150000元；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郑政办文【2016】56号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不断提
高医疗救助管理服务水平，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权益，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
出负担。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数量 救助人数 ≤5750人

集中供养人员救助比例 =100%

分散供养人员救助比例 =80%

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救助比例 =70%

集中、分散供养人员、低保人
员救助限额

=20000元

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未成年人
、重残人员救助限额

=10000元

时效 按季度 =1次

成本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医疗支出负担 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救助人群满意度 >90%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各定点医疗机构、乡镇或办事
处民政部门

=100%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94001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单纪谦 联系人 张鹏成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707863.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707863.00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困难群众特大
疾病医疗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郑政办文【2016】56号

涉及救助人群县内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及县外就医的民政部门每季度汇总相关材料上报至我
单位，经审核后，向财政局申报资金后，办理救助金转账事项。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医疗费补助 1150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权益，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预计年度救助特困人员5750人，被救助人员满意度大于90%。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质量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中牟县智慧城市一期建设工程服务外包费

62186141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100%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发现城市问题数量 ≥40000件

问题立案、派遣数量 ≥40000件

质量 问题发现精准率 ≥90%

时效 问题反馈及时率 ≥99%

成本

项目详细信息
中牟县智慧城市一期建设工程为中牟县2016年度政府性投资项目，主要服务内容为：该公司
以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将中牟县65平方公里划分为25个网格，并招聘采集员，以人巡方式
利用城管通采集器，对中牟县的市容市貌、城市部件、事件等进行采集，上报至中牟县信息
指挥中心，下派至相关部门处理后，再由采集员核查确认，对中牟县的市容环境进行监督。
服务期为1年，需拨付服务外包费。
牟财建审[2019]471号

中牟县智慧城市一期建设工程为中牟县2016年度政府性投资项目，主要服务内容为：该公司
以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将中牟县65平方公里划分为25个网格，并招聘采集员，以人巡方式
利用城管通采集器，对中牟县的市容市貌、城市部件、事件等进行采集，上报至中牟县信息
指挥中心，下派至相关部门处理后，再由采集员核查确认，对中牟县的市容环境进行监督。
服务期为1年，需拨付服务外包费。
1.强化领导，落实责任；2.坚持例会，强力推进；3.跟踪督导，促进落实；4.严格把关，确
保质量；5.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目前智慧城市一期建设已完成，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合同及各相关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工
程款项。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1707863.00

项目绩效目标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各相关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工程款项。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各相关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工程款项。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城市管理效果环比提升情况 明显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备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20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陈辉 联系人 陈辉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72976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72976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中牟县自然资源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耕地保护业务经费

62160022

项目详细信息
1、 城市基础建设收回国有土地，有房屋的由征收办负责评估补偿，没有房屋的由我局选择
有资质的公司进行评估补偿。 在对集体土地征收时，地面附属物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
号）进行补偿。对于郑政文[2014]142号没有明确规定的，需要有资质的单位评估补偿。2、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每隔三年要对征地区片地价调整。3、 根据《河
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河南省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的通知》（豫
自然资办[2019]37号）文件要求，全面掌握年度内耕地现状变化及耕地质量建设引起的耕地
质量等别变化情况，经费根据任务量确定，并提前准备申请下一年工作经费，保障年度工作
顺利完成.4、 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1号）文件要求，各地要结合整改补划工作，补充更新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标志牌和界桩，规范标识内容，保障群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5、按照《郑州市国土
资源局关于转发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通知的意见的通知》（郑国土资文[2018]291号）文件精神，我局于2018年10月24日通过公
开招标与河南省煤田地质局一队签订了技术合同书，按照合同中进度要求我局已支付合同总
额的30%，还剩合同款项的70%需在项目验收后支付。6、按照《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
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郑州市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划暨储备区划定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我局与2019年7月5日通过公开招标与郑州蓝图土地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1、《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
》（郑政文[2014]142号） 2、《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
实施意见》（豫发[2018]2号）
3、《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09]87
号） 4、《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开展2019年河南省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工作
的通知》（郑自然资文[2019]483号） 5、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6、《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转发河南省国
土资源厅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通知的意见的通知》（郑
国土资文[2018]291号） 7、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
郑州市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补划暨储备区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郑自然资文[2019]237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1个

耕地分等定级宗数 40宗

国有土地净地报告 40个

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桩补
充更新数

1000个

国有土地评估报告合格率 100%

耕地分等定级合格率 100%

时效 报告出具及时性 及时

成本

经济效益

有利于社会稳定 提升

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用地单位满意度 ≥90%

长效管理 为经济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标志牌和界桩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坚守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改
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土地测绘是土地报批的基础，只有出具土地测绘报告，才能及时、准
确的算出转用和征收的土地。制定出合理的征收方案，为项目的顺利落地做好基础工作。及
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土地区片地价，保障征地拆迁中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通过对比，选择有资质的单位,严格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先补后占”，实地调查各
个乡镇地价，召开座谈会，由各乡镇提出修改方案，通过局班子成员讨论、制定出拟修改方
案
项目根据报批批次实施，每个批次保证及时测算耕地等别，补划等比。每个项目及时出具国
有土地净地报告。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委托业务费 1729760.00

无

项目绩效目标

提高建设用地保障效能，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服务我县经济发展。

完成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耕地分等定级40宗，合格率达到100%，出具国有土地评估报告
40份，完成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桩更新1000个，为我县经济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影响力目标

交通运输执法局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49003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

项目负责人 杨会珺 联系人 李嘉明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三算一致性 一致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数量 维修工程完成量 ≥600㎡

质量 维修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维修改造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经济效益 预计节约租赁费 200000元

社会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数 =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相关方满意度 =80%

（2020年）    

老旧办公用法整修费

62186116

项目详细信息
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属中牟县交通运输局二级单位，自单位成立以来，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一直在永福街北段路东租赁办公用房。根据县政府安排，将公路局、地方公路管理所共有的
位于解放路17号院，整修后作为本单位办公用房。
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属中牟县交通运输局二级单位，自单位成立以来，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一直在永福街北段路东租赁办公用房。根据县政府安排，将公路局、地方公路管理所共有的
位于解放路17号院，整修后作为本单位办公用房。已向县政府打报告申请维修资金{牟交【
2019】155号}，县领导批示后由县财政解决相关经费。
交通运输局执法所属中牟县交通运输局二级单位，自单位成立以来，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一直租用临时办公用房，本着节约财政资金的要求，由县政府协调，把解放路17号院作为本
单位办公用房。
项目施工前，本单位成立相关工作组，有主管领导负责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检查施工质
量及进度，并且保障周边的防护安全措施到位后才让施工方进场施工，保证按时按量完工。
整修资金落实单位后，通过政府招投标流程选用资质合格的施工方，并且与施工方签订合
同，合同工期为自开工之日起60日内完工。并且派专门人员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及进度。保证
按时按量完工。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维修(护)费 721573.27

办公设备购置 128426.73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完工后，在相关专业验收人员验收合格后，达到安全评估及办公条件后，本单位搬进新
的办公地点。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后，能更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办公用房按时按量装修后，能更好的提升本单位执法形象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应急处置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 完善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项目名称

单位编码 163004 资金用途 设备购置及维护

项目负责人 申俊岭 联系人 李慧敏

联系电话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45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备注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采购设备数量 14

设备使用率 100%

质量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河南省中牟县中医院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资金

0371-62191921

项目详细信息

加强县级中医院特色专科建设，提高县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

豫财社【2015】216号、牟卫【2019】119号任县长签字文件

完善我院特色专科建设，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严格按照医院下发的《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对预算资金进行管理，对每一笔支出做到有据可
依，有证可循，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2019年底完成设备招标程序，于2020年初完成资金支出

项目构成

经济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专用设备购置 345000.00

项目绩效目标

建设成为区域内优质中医特色专科

增加医疗特色设备，满足患者就医需要，提高诊疗质量，优化服务。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成本

经济效益 设备投入使用率 =100

业务能力提升度 有所提升

新增医疗设备使用率 =100%

环境效益

医生满意度 80%

患者满意度 ≥90%

后续日常管理工作健全性 健全

运维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医疗设备维修人员匹配情况 专人负责

操作人员受训率 =100%

部门协助 协调与沟通情况 沟通顺畅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预算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产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