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老干部活动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

部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0

其中：财政拨款 140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形势报告会一年四次 6 万元；

2、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一年差旅费 8 万元；慰问金 20 人 6万元；

3、每年省级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考察 2 次 20 万元；

4、组织区直部门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考察 1 次 15 万元；；

5、“银耀宁夏”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两场 30 万元；

6、“银霞满天”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1 场 25 万元；

7、全区离退休干部信息化平台运行费 1 年 30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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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报告会 4次

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差旅费 1年

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 20 人

省级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考察 2次

组织区直部门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

考察
1次

“银耀宁夏”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2场

“银霞满天”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1场



全区离退休干部信息化平台运行费 1年

质量指标
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在思想上尊重、生活上照顾离

退休老同志的有关精神
落实是否到位

时效指标

按照年初局全年工作计划安排，按时完成各类活

动、会议、培训等，定期慰问老干部，并取得好

的效果

全年任务完成 100%

成本指标

形势报告会 6 万元

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差旅费 8 万元

慰问易地安置离休干部慰问金 6 万元

省级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考察 20 万元

组织区直部门副厅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区内参观

考察
15 万元

“银耀宁夏”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30 万元

“银霞满天”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25 万元

全区离退休干部信息化平台运行费 3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导全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协调指导离

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落实

社会反响率达到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导离退休干部活动开展，丰富离退休干部精神文

化生活

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

活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广大离退休干部满意度提高；区直各部门老干部

处工作协同配合能力提高
满意度提高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离退休干部工委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

部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5

其中：财政拨款 95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外举办全区老干部局（处）长培训班，培训人员

100 人，为期 4 天，培训费 18 万元；

2、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外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培训人

员 150 人，为期 4 天，培训费 27 万元；

3、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培训人员 200 人，为期 4天，培训

费 36 万元；

4、四季度进行考核，对星级较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予以经费补助，5个超过 100 人党支部补助经

费 10 万元，4个 100 人以下党支部补助经费 4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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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

外举办全区老干部局（处）长培训班人数
100 人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

外举办全区老干部局（处）长培训班天数
4天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外举办

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人数
150 人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外举办

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天数
4天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人数
200 人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天数
4天

对星级较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补助，超过 100 人

党支部个数
5个

对星级较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补助，100 人以下

党支部个数
4个

质量指标

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离退休干部工

作和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区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加强全区离退休干部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指导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开展活动和离退休干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落实是否到位

时效指标 各项活动开展是否按年初计划进行 按年初计划进行

成本指标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

外举办全区老干部局（处）长培训班
18 万元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在自治区党校或区外举办

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
27 万元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
36 万元

对星级较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补助，超过 100 人

党支部补助经费
10 万元

对星级较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补助，100 人以下

党支部补助经费
4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导全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协调指导离

退休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落实

社会反响率达到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离退休干部服务保障不间断、无空档，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不散、工作不断

确保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活力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广大离退休干部满意度提高；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满意度提高
满意度 80%以上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网络使用及网站维护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

部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

其中：财政拨款 8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全区离退休干部信息库管理系统维护费 1年 7.5 万元。

2、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全年维护费 0.4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每年后台根据修改量可能会

增长维护费，增长金额 0.1 万元,今年 1 年共 0.5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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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平台 1年

全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平台升级次数 1次

区党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 1年

质量指标 老干部局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安全系数 是否存在网络隐患

时效指标 保证全年安全运行 时效率大于 95%

成本指标

全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平台 7.5 万元

区党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 0.5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大力宣传离退休干部先进党组织和优秀离退休

干部党员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离退休干部工作

的重要意义，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离退休干部、关

注离退休干部工作的良好氛围

社会反响率达到 90%

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下年度是否需要改线等 下年度计划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用户对门户网站及微信服务平台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离退休干部春节慰问金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

部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5

其中：财政拨款 125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每年春节前夕，对省级离退休干部、老红军、享受副省级单项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区直部门离休

干部、省级干部遗孀进行慰问，其中老红军 1 人共 3000 元，省级离退休干部约 60 人共 12 万元，享

受副省级医疗单项待遇约 8人共 16000 元，省级离退休干部遗孀约 15 人共 22500 元，区属单位离休

干部约 760 人共 76 万元，干休所住所离休干部及遗孀约 15 人共 15000 元，生活困难离休干部约 25

人共 75000 元，生活困难退休干部约 90 人共 18 万元。

2、印制慰问信 1年 5000 元。

3、离退休春节慰问及茶话会费用 53500 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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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红军 1人

省级离退休干部 60 人

享受副省级医疗单项待遇干部慰问人数 8人

省级离退休干部遗孀 15 人

区属单位离休干部 约 760 人

干休所住所离休干部及遗孀 15 人

生活困难离休干部 约 25 人



生活困难退休干部 约 90 人

印制慰问信、春节离退休干部茶话会 1次

质量指标 离休干部满意度 离休干部满意

时效指标 慰问离退休干部 及时

成本指标

老红军慰问 0.3 万元

省级离退休干部慰问 12 万元

享受副省级医疗单项待遇干部慰问 1.6 万元

省级离退休干部遗孀慰问 2.25 万元

区属单位离休干部慰问 76 万

干休所住所离休干部及遗孀慰问 1.5 万元

生活困难离休干部慰问 7.5 万

区属单位困难退休干部慰问 18 万

印制慰问信、春节离退休干部茶话会 5.85 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春节期间社会反响好，离休干部欢度春节
社会反响率达到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离休干部对党委和政府关心的认可程度 认可程度 1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慰问金及困难补助金发放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关心下一代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

部局本级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8

其中：财政拨款 88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关工委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召开全区关工委工作会 1 次共 13000 元；

2、参加中国关工委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 3 次共 45000 元（其中材料印刷 1 年 5000 元）；

3、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 1次 120 人

共 55200 元；

4、组织开展五市巡回宣讲活动 10 场，2天每天 2000，共 40000 元；

5、邀请中国老科协和本地专家教授对青少年进行科普讲座 4 场，3 天每天 3000 元，共 36000 元；

6、为山区贫困孩子发放助学款、帮扶帮困物品发放的后勤保障等活动 40 次，2天每天 2000 元，共

160000 元；

7、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 100 人 3 天共 135000 元；

8、开展区内外调研、考察活动差旅费 10 次，每次 4 天，每天 287 元，共 114800 元；

9、关工委大楼运行 28.1 万元，大楼办公面积 2700 平方米（其中：关工委大楼运行费 6.5 万；办公

采暖面积 3850 平方米，取暖费 10.5 万元（有发票）；物业服务面积 3600 平方米，物业费 10.6 万

元（有合同））。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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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工委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召开全区关工委工作

会
1次

参加中国关工委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 3次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人数 100 人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天数 3天



组织开展五市巡回宣讲活动次数 10 场

组织开展五市巡回宣讲活动天数 2天

邀请中国老科协和本地专家教授对青少年进行

科普讲座次数
4场

邀请中国老科协和本地专家教授对青少年进行

科普讲座天数
3天

为山区贫困孩子发放助学款、帮扶帮困物品发放

的后勤保障等活动次数
40 次

为山区贫困孩子发放助学款、帮扶帮困物品发放

的后勤保障等活动天数
2天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人数 100 人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天数 3天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标准 450 元

开展区内外调研、考察活动差旅费次数 10 次

开展区内外调研、考察活动差旅费天数 4天

关工委大楼运行面积 2800 平方米

关工委大楼运行取暖面积 3850 平方米

关工委大楼运行物业面积 3600 平方米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次数
1次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天数
1天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人数
120 人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次数标

准

460 元

质量指标
召开全区关工委工作会，参加中国关工委宣传工

作电视电话会、工作会议。
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组织开展

五市巡回宣讲活动；宁夏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

设；邀请中国老科协和本地专家教授对青少年进

行科普讲座；为山区贫困孩子发放助学款、帮扶

帮困物品发放的后勤保障等活动。

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五老宣讲员培

训班，考察调研活动。
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时效指标 按年初工作安排组织活动、召开会议等 与安排时间基本一致

成本指标

关工委各项工作安排部署召开全区关工委工作

会
1.3 万元

参加中国关工委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 4.5 万元

组织开展五市巡回宣讲活动 4 万元

邀请中国老科协和本地专家教授对青少年进行

科普讲座
3.6 万元

为山区贫困孩子发放助学款、帮扶帮困物品发放

的后勤保障等活动
16 万

举办全区关工委系统骨干培训班 13.5 万元

开展区内外调研、考察活动差旅费 11.48 万元

关工委大楼运行 7 万元

关工委大楼运行取暖 10.5 万元

关工委大楼运行物业 10.6 万元

全区关工委基层组织队伍建设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会和全区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总结会
5.52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在培养、教育、关爱青少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及科普教育不断

深入，关爱帮扶工作更加扎实，组织队伍建设进

一步加强。广泛宣传简报、书籍、社会反响好不

好。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培养、教育、关爱青少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影响率达到 90%以上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同志、青少年群体对开展的各类活动的满意

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老干部活动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9

其中：财政拨款 99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组织 1 场区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庆五一七项文娱比赛 2.8 万元；

2.2 次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 4万元；

3.1 场“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演出 2 万元；

4.开展“迎重阳”系列活动：1 次七项文娱比赛 1次 2.8 万元，1 次赴养老院慰问演出 1 次 8000 元，

1 次兴趣小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观交流 1 次 1万元，小计 4.6 万元；

5.开展 1 次全区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30 万元；

6.2 次片区离退休干部文体活动 2万元；

7.2 次离退休干部参加区内外交流赛 3万元；

8.开展 4 次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活动 2 万元。

9.“趣缘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费:6 次趣缘型党支部党组织活动 1.8 万元，4次党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 3.2 万元，小计 5 万元；

10.“地缘型”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费用:4 次省级地缘型离退休干部活动费用 5万元，4 次市县地缘

型支部活动费用 2 万元，小计 7 万元；

11.文化类兴趣小组活动费用：3 次讲座 3次 0.6 万元，3期短期培训班 3期 3.6 万元，4次交流、点

评、展示等活动 4.8 万元，1 次联学会诗词创作及理论研讨 2万元，小计 11 万元；

12.“趣缘型”支部委员补贴费用:12 名书记 2.16 万元，23 名委员 2.76 万元，小计 4.92 万元；

13.开展“迎新春”系列活动：1次送春联活动 7600 元，1 次慰问演出 8000 元，1 场迎新春七项文娱

比赛 2.8 万元，小计 4.36 万元；

14.合唱团：讲课费 96 节课 19200 元；

15.舞蹈服饰团：讲课费 96 节课 19200 元；

16.戏曲团：讲课费 48 节课 9600 元；

17.合唱培训班：讲课费 64 节课 12800 元；

18.舞蹈培训班：讲课费 64 节课 12800 元；

19.戏曲培训班：讲课费 64 节课 12800 元；

20.健身操培训：讲课费 64 节课 12800 元；

21.武术健身培训：讲课费 20 节课 4000 元；

22.艺术团演出和参赛服装费 3万元（根据演出和参赛需要制作）；

23.武术健身小组演出和参赛服装费 3万元（根据演出和参赛需作）。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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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庆五一七项文娱比赛 1 场

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 2 次

“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演出 1 场

开展“迎重阳”系列活动：七项文娱比赛 1 场

赴养老院慰问演出 1 场

兴趣小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观交流 1 次

开展全区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1 次

片区离退休干部文体活动 2 次

离退休干部参加区内外交流赛 2 次

开展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活动 4 次

趣缘型党支部党组织活动 6 次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4 次

省级地缘型离退休干部活动费用 4 次

市县地缘型支部活动费用 4 次

文化类兴趣小组活动讲座费用 3 次

文化类兴趣小组活动短期培训班 3 次

交流、点评、展示等活动 4 次

联学会诗词创作及理论研讨 1 场

“趣缘型”支部书记补贴费用 12 人

“趣缘型”支部委员补贴费用 23 人

“迎新春”系列活动：送春联活动 1 次

“迎新春”系列活动：慰问演出 1 次

迎新春七项文娱比赛 1 场

合唱团讲课费 96 节

舞蹈服饰团讲课费 96 节

戏曲团讲课费 48 节

合唱培训班讲课费 64 期

舞蹈培训班讲课费 64 期

健身操培训讲课费 64 期

武术健身培训讲课费 20 期

质量指标 指标 1：做好离退休干部活动的服务和管理。
全年服务离退休干部 8

万人次以上

时效指标
指标 1：完成全年的活动安排，并且取得好的效

果。
任务完成大于等于 90%



成本指标

直单位离退休干部庆五一七项文娱比赛 2.8 万元

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 4 万元

“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演出 2 万元

开展“迎重阳”系列活动：七项文娱比赛 2.8 万元

赴养老院慰问演出 0.8 万元

兴趣小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观交流 1 万元

开展全区离退休干部大型活动 30 万元

片区离退休干部文体活动 2 万元

离退休干部参加区内外交流赛 3 万元

开展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活动 2 万元

趣缘型党支部党组织活动 1.8 万元

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2 万元

省级地缘型离退休干部活动费用 5 万元

市县地缘型支部活动费用 2 万元

文化类兴趣小组活动讲座费用 0.6 万元

文化类兴趣小组活动短期培训班 3.6 万元

交流、点评、展示等活动 4.8 万元

联学会诗词创作及理论研讨 2 万元

“趣缘型”支部书记补贴费用 2.16 万元

“趣缘型”支部委员补贴费用 2.76 万元

“迎新春”系列活动：送春联活动 0.76 万元

“迎新春”系列活动：慰问演出 0.8 万元

迎新春七项文娱比赛 2.8 万元

合唱团讲课费 1.92 万元

舞蹈服饰团讲课费 1.92 万元

戏曲团讲课费 0.96 万元

合唱培训班讲课费 1.28 万元

舞蹈培训班讲课费 1.28 万元

健身操培训讲课费 1.28 万元

武术健身培训讲课费 0.4 万元

艺术团演出和参赛服装费 3 万元

武术健身小组演出和参赛服装费 3 万元

戏曲培训班讲课费 1.28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社会反响好。
社会反响率大于等于

90%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1：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引导老干部

发挥正能量。

丰富了老干部精神文化

生活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省级、区直单位离退休干部满意度提高。满意度提高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 15 楼楼顶防水维修项目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0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2

其中：财政拨款 32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 15 楼楼顶 1年防水维修项目合计 32 万元，其中:1.拆除工程项目费 6.5 万

元;2.新做工程项目费 14.5 万元;3.措施项目 2.1 万元;4.其他项目 2.1 万元;5.规费 2.05 万元;6.税

金 2.75 万元;7.15 楼内维修装饰费 2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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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 15 楼楼顶防水维修 1 层

质量指标 维修合格律 100%

时效指标 计划按期完成率 按时完成

成本指标 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 15 楼楼顶防水维修 32 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良好履职基础 长期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职工及老干部满意度 满意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干休所老干部活动管理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离职干部休养所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

其中：财政拨款 50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对住所离休干部进行日常管理服务；负责落实住所离休干部、老干部遗孀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负责住所离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支部建设；指导、协调区属企业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负责

区属改制、破产企业离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其中：

1、春节慰问离休干部 180 人共 180000 元；

2、住院看望 20 次共 10000 元；

3、去世慰问 1 年共 30000 元；

4、给 160 名老干部订报纸 48000 元；

5、给 160 名老干部订生日蛋糕 48000 元；

6、国庆节慰问住所离休干部 1年 4000 元；

7、为区内居住离休干部购买服务 1 年 16 万元；

8、10 次易地慰问共 20000 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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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慰问离休干部人数 180 人

住院看望次数 20 次

订报纸老干部人数 160 人

订生日蛋糕老干部人数 160 人

异地慰问次数 10 次



为区内居住离休干部购买服务 1年

国庆节慰问住所离休干部 1年

去世慰问 1年

质量指标
慰问好离休干部、组织好离休干部活动、做好离

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正常开展业务

时效指标 年初制定好全年慰问安排 按年初安排进行

成本指标

春节慰问离休干部 18 万元

住院看望 1 万元

去世慰问 3 万元

给老干部订报纸 4.8 万元

给老干部订生日蛋糕 4.8 万元

国庆节慰问住所离休干部 0.4 万元

为区内居住离休干部购买服务 16 万元

易地慰问 2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离休干部满意度、社会反响好不好
社会反响率达到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离退休老干部满意 大于 9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住所离休干部对干休所工作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破产企业离休干部遗孀生活补助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离职干部休养所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3

其中：财政拨款 43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每月 10 日前按时发放遗孀生活困难补助费。做好异地慰问、生日蛋糕费报销工作。其中：1、离休

干部遗孀每月发放 3.4 万元×12（月）共 40.8 万元；2、异地看望 8人计 0.8 万元；3、遗孀 70 人

订生日蛋糕费计 1.4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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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休干部遗孀补助发放月数 12 个月

遗孀人数 70 人

易地看望人数 8 人

质量指标
生活困难补助费及医疗费是否按月按时发放到

个人
每月 10 日前发放到位

时效指标 按照年初计划按月按季度支付生活补助 按月支付

成本指标

发放遗孀生活困难补助费 40.8 万元

易地慰问 0.8 万元

遗孀生日蛋糕费 1.4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自治区规定到位、做到生活上关心离休干部

及遗孀。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持续关心离休干部及遗孀 达到 90%以上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离休干部及遗孀对干休所工作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宁夏老年大学教学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宁夏老年大学新校区已于 2019 年 7 月建成投入使用。学校现有教学办公面积 30000 平方米，今年 9

月份计划开设 65 个专业 170 个教学班，注册学员约 7500 余名，合计 200 万元，教学经费主要用于：

1、教师课酬开支全年 170 教学班每年 34 节课共 115.6 万；

2、时事政治培训全年 44 次共 4.4 万；

3、校园文化建设全年 20 次共 40 万；教学设备维护全年 10 万、教学用品购置费用全年 10 万；

4、教师和学员骨干培训 2 次，每次 200 人共 4 万元；

5、举办教学成果展 2次共 4万元、宣传调研 2 次共 4 万元、教学研讨 2 次共 4 万元、趣缘性党组织

建设 2次共 4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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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课酬开支教学班数 170 班

教师课酬开支教学每班课数 34 节

时事政治培训 44 次

校园文化建设 20 次

教学设备维护 1年

教学用品购置 1年

教师和学员骨干培训次数 2次



教师和学员骨干培训每次人数 200 人

举办教学成果展 2次

宣传调研 2次

教学研讨 2次

趣缘性党组织建设 2次

质量指标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时效指标 是否按年初计划进行 是否按年初计划

成本指标

教师课酬 115.6 万元

时事政治培训 4.4 万元

校园文化建设 40 万元

教学设备维护 10 万元

教学用品购置 10 万元

教师和学员骨干培训 4 万元

举办教学成果展 4 万元

宣传调研 4 万元

教学研讨 4 万元

趣缘性党组织建设 4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送文化四进、出版校刊、举办书画展，社会

反响好不好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下年度课程是否进行调整 按反响调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同志对开展的各类活动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离退休干部党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

其中：财政拨款 30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1.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理论学习班全年 4 次每次 200 人共 10 万元；

2.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全年 4次每次 200 人共 10 万元；

3.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主题读书班全年 4次每次 200 人共 10 万元。

总计：30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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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理论学习班次数 4 次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

每次人数
200 人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

次数
4 次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

每次人数
200 人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主题读书班次数 4 次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主题读书班每次人数 200 人

质量指标
培训班、读书班和研讨班达到预期目的和培训效

果,实现政治引领作用
分季度正常有序开展



时效指标 是否按年初计划进行 按年初计划执行

成本指标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理论学习班 10 万元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党务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 10 万元

举办全区离退休干部主题读书班 1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离退休支部书记、党务工作业务骨干等政治觉悟

得到提高，工作能力得到加强，支部工作得到提

升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培训班、读书班和研讨班是否常态开展 视反响而定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同志对离退休干部党校的课程设置、培训内容

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宁夏老年大学教学楼运行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6

其中：财政拨款 146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宁夏老年大学新校区总建筑面积为 30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24740 平方米，地下面积约 5260 平

方米。已于 2019 年 7 月建成投入使用。大楼的运行费包括水费、电费、天然气费和采暖费四大项，

共计约 146 万元。其中：

1.水费：全年 6 万元，参照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面积、规模接近的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和宁夏老

干部估算。

2.电费，全年 77 万元（依据同 1，且电教、电器设备更多，LED 屏及舞台灯光音响更多，使用频率

更高）；

3.天然气费：全年 6 万元，用于餐厅用气，除去周六、日及节假日，全年按 240 天计算，每天 3 餐，

预计用气 100 立方，每立方按 2.5 元，需资金约 6 万元（240 天×100 方×2.5 元=60000 元）；

4.采暖费：全年 57 万元，每平方米 3.8 元，共 5 个月，面积 30000 平方米（30000 平方米×5 月×

3.8 元=570000 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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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费 1 年

电费 1 年

天然气费天数 240 天

天然气费每天方数 100 方

采暖面积 30000 平方米

采暖月数 5 个月

质量指标
老年大学新校区水费、电费、天然气费、采暖费

及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支付

各项费用按合同约定，

按月或时间节点完成支

付

时效指标 是否按年初计划进行 是否按年初计划

成本指标

水费 6 万元

电费 77 万元

天然气费 6 万元

采暖费 57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老年大学新校区大楼运行正常，教学及校园文化

活动等后勤服务保障有力。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下年度否进行调整 按反响调整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同志对新校区的用电、用水、用气和空调、暖

气使用情况的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宁夏老年大学物业服务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40

其中：财政拨款 240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经 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开招标，宁夏老年大学新校区 2019 年下半年物业服务采购中标价为 122.4414

万元。参考此中标价格，2020 年老年大学物业费为 244.8828 万元，再减去 2019 年物业服务采购项

目里包含的新校区拓荒费约 5 万元，因此宁夏老年大学 2020 年全年物业服务费预算为 240 万元，包

括卫生保洁、保安、会议服务、教学设备管理、设备维修维护、绿化、电梯和消防维保等。物业面

积 30000 平米，全年 30000 平米*80 元=240 万元，总计 240 万元。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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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服务面积 3 万平米

物业服务人数 50 人

质量指标
老年大学新校区物业服务的标准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执行

分季度做好物业服务工

作

时效指标 是否按年初计划进行 按年初计划执行

成本指标 物业服务费 24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物业服务理念先进、服务标准规范、设备维修保

养及时、环境温馨整洁、安保措施有力，社会反

响好不好

社会反响率到达 90%以

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物业服务理念是否优化调整 视反响而定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年大学工作人员及老同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

度
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