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执法监督、法规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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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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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建立健全全市统计执法工作制度，组织实施统计执法检查，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
完整性进行执法监督；参与调查和处理重大统计违法案件，检查指导基层统计执法工作；承办上级批
转的统计违法案件和群众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市级统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工作。负责全
市统计法制宣传，宣传贯彻统计法律法规；对本局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核；协助上级统计部门监
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负责统计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工作；办理行政复议、应诉和其他法律性事务；
做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宣传、报名、数据录入、试卷取送与保管、考试考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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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监督、法规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指示批示、中央《意见》《办法》《规定》以及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和市委
七届八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部署要求，以推进依法
统计和提高数据质量为目标，围绕国家统计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充分发挥法治在统计工作中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为全市统计发展提供扎实的统计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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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培训、执法培训50人/次
×2次×100元/人.天=10000元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印制法治宣传画1.7元/张
×10000张=20000元

数量：10000.00,单位：套,单价：1.70,金额：
17000.00

制做法治宣传活动展板2000
元/幅×2幅=4000元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2000.00,金额：4000.00

印制“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手
册8元/本×2000本=16000元

数量：2000.00,单位：套,单价：8.00,金额：16000.00

印制法制宣传单0.3元/张
×10000张=3000元

数量：10000.00,单位：套,单价：0.30,金额：3000.00

数量指标

印制法制宣传单0.3元/张
×10000张=3000元

10000.00套

印制“统计法律法规”宣传手
册8元/本×2000本=16000元

2000.00套

法规培训、执法培训50人/次
×2次×100元/人.天=10000元

100.00人次

制做法治宣传活动展板2000
元/幅×2幅=4000元

2.00批

印制法治宣传画1.7元/张
×10000张=20000元

10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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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统计法治宣传、学习培训、执法监督
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法治管理部门满意度 ≥99%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绵阳统计年鉴>排版及印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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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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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编制好《2020年绵阳统计年鉴》，并通过数据对本市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2、2020年内编辑、
排版和印刷2019年度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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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统计年鉴>排版及印刷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编制好《2020年绵阳统计年鉴》，并通过数据对本市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2、2020年内编辑、排
版和印刷2019年度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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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费用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500.00

年鉴排版及印刷费用
数量：275.00,单位：套,单价：180.00,金额：
49500.00

数量指标
年鉴排版及印刷费用 275.00套

其他费用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影响年限

≥1%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不同历史年度统计数据咨
询

经济效益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统计月报编印、排版及印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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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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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按月编印绵阳主要经济指标月报、西部经济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月报、单月和双月主要经济指标报表、
县域经济主要指标季度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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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月报编印、排版及印刷费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市委、市政府和人大、政协以及市级各部门提供绵阳、西部地区和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为绵阳市委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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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统计月报
数量：2000.00,单位：套,单价：15.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绵阳统计月报 2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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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不同历史年度统计数据咨
询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军民融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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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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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据四川省统计局对绵阳市统计局申请审批的《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统计报表制度》请示的批复（川统
计函[2017]74号）对全市军民融合企业进行认定，建立基层企业报表制度、建立基层起报单位台帐、
开展报表单位培训，对起报单位基础工作开展情况、军民融合产品生产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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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融合统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绵阳市军民融合企业统计，并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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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民融合企业培训费用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2000.00,金额：
22000.00

调研费用（差旅及租车费用） 数量：50.00,单位：次,单价：160.00,金额：8000.00

军民融合企业台帐 数量：500.00,单位：套,单价：10.00,金额：5000.00

报表制度印刷费用 数量：500.00,单位：套,单价：10.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报表制度印刷费用 500.00套

军民融合企业台帐 500.00套

调研费用（差旅及租车费用） 50.00次

军民融合企业培训费用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底完成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 大于等于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做好并完成好全年工作

经济效益指标 提供数据参考 数据准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数据准确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统计网络运行及数据仓库系统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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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1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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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1）通过各营运商，政务网络与各县（市区）园区物理连接，网络带宽满足统计日常工作需要，
intelnet公网满足全市企事业单位上报统计数据。（2）数据获取费用用于绵阳统计数据平台从国家获
取部分统计数据，维护费用用于平台安全和程度维护，满足市委市府、政府各部门查询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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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网络运行及数据仓库系统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满足统计工作都要好好的常年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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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综合平台维护费等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60000.00,金额：
60000.00

数据仓库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0,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数据综合平台维护费等 1.00次

数据仓库维护费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满足数据维护和各类专业培训
需要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年限 ≥6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满足统计工作特殊需要。

经济效益指标
指导统计行业信息化科学合理
健康分布

≥9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部门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服务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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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明锋 联系电话： 13404013992

项目概况

完成全市400户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监测，建立和完善服务业相关行业（含科技服务业、健康服
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旅游服务业、现代物流服务业、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业等）的
统计制度和统计监测，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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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统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拟于2021年12月完成本年度该项统计工作任务，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完成月报、季报、年报等工作，
确保当年该项统计工作数据真实可信，并能便于今后常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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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区县调研和检查租车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服务业统计检查及服务等差旅
费

数量：20.00,单位：人次,单价：1500.00,金额：
30000.00

136人/次，分2次培训，110
元/人.天。

数量：2.00,单位：人次,单价：15000.00,金额：
30000.00

服务业手册等 数量：600.00,单位：套,单价：50.00,金额：30000.00

数量指标

服务业手册等 600.00套

到区县调研和检查租车 10.00次

服务业统计检查及服务等差旅
费

20.00人次

136人/次，分2次培训，110
元/人.天。

2.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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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服务业及相关衍生行业的统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旅游园区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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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明锋 联系电话： 13404013992

项目概况

按照省委组织部、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要求，完成对绵阳4个省级旅游园区发展的
情况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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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园区统计监测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拟于2021年12月完成本年度该项统计工作任务，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完成月报、季报、年报等工作，
确保当年该项统计工作数据真实可信，并能便于今后常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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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元/套手册、资料*500套 数量：5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10000.00

培训、资料100人*100人/元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差旅费10次*1000元/次
数量：1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20元/套手册、资料*500套 500.00套

培训、资料100人*100人/元 100.00人次

差旅费10次*1000元/次 1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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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三项统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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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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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坚决遏制统计造假和弄虚作假，提高数据质量和政府公信
力，开展社,一是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监测，包括工业投资、技改投资、民间投资等；二是对全市
投资统计工作进行指导和培训；三是对投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反应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
况，为单位或企业提供相关数据，为政府引导相关投资单位提供依据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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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监测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方法，从形象进度转为财务支出统计。促进投资发展，合理反映当前投资状况.按照国
家统计局改革要求对辖区内投资项目统计监测进行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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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费 100元/人*350人*2次

数量：7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70000.00

印刷费 各类固定资产台账、手
册等费用20元/套*1000套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印刷费 各类固定资产台账、手
册等费用20元/套*1000套

1000.00套

培训费 100元/人*350人*2次 7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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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市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2次月报，1次
年报统计监测工作，做好方法制度改革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科技城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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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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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完善绵阳市科技城统计工作及科技城统计指标建设，每月在统计月报上公布科技城统计指标数据，对
科技城范围内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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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城统计监测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善绵阳市科技城统计工作及科技城统计指标建设，每月在统计月报上公布科技城统计指标数据，对科技
城范围内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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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费100元/人.天*10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印制科技城专业资料汇编及业
务培训资料25元/套*320套

数量：320.00,单位：套,单价：25.00,金额：8000.00

印制产业季度数据小册子（彩
印）12元/册*1000册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12.00,金额：
12000.00

数量指标

印制产业季度数据小册子（彩
印）12元/册*1000册

320.00套

印制科技城专业资料汇编及业
务培训资料25元/套*320套

1000.00套

培训费100元/人.天*100人 1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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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市人口就业、社科文统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统计、工业园区运行统计监测、规下工业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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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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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报表要求，完成对绵阳14个县市区规模工业发展统计监测，并对数据进行收集整
理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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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统计、工业园区运行统计监测、规下工业抽样调查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11次月报，4次季报，1次年报等工作；完成全市12个产业园区工业企业统计监
测，对相关数据收集整理和统计，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12次月报；完
成对绵阳14个县市区军民融合企业统计，并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估。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11次月
报，4次季报，1次年报等工作；完成全市14个县市区规下工业企业抽样调查，对相关数据收集整理和统
计，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完成2019年数据收集，4次季报，11次月度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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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下工业抽样调查培训100元/
人10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规模工业统计培训100元/人*2
次*100人

数量：2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到区县检查租车20次*500元/
次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10000.00

园区统计监测培训100元/人*2
次*5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规模工业统计培训100元/人*2
次*100人

200.00人次

园区统计监测培训100元/人*2
次*50人

100.00人次

规下工业抽样调查培训100元/
人100人

100.00人次

到区县检查租车20次*500元/
次

2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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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工业指标统计、园区统计监测、军民
融合、规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能源环境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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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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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为了解全市能源、环境、绿色指标体系评价等基本情况，对节能减排、单位GDP能耗、资源循环利用
等进行统计监测，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进行经济管理与经济调控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上报能源环境相关报表，开展生态文明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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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环境统计监测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了解全市能源、环境、绿色指标体系评价等基本情况，对节能减排、单位GDP能耗、资源循环利用等进
行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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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培训100元/天*280人
数量：28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28000.00

人员差旅费400元/天*31次
数量：31.00,单位：人次,单价：400.00,金额：
12400.00

到区县检查租车800元/次*12
次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800.00,金额：9600.00

数量指标

到区县检查租车800元/次*12
次

12.00次

业务培训100元/天*280人 280.00人次

人员差旅费400元/天*31次 31.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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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反映全市各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分配情况；生
态文明评价工作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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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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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基本单位名录按照统一标准和工作流程，收集整理并下发普查、部门行政登记、各类调查资料，由基
层对基本单位进行核实更新。同时，坚持“先进库、后有数，要进库、走程序”的调查单位入库申报
审批程序，全面提高名录库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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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管理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打造一库在线、基层维护、适时更新、共建共享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系统，充分发挥基本单位名录库在
政府统计调查和经济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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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40000.00,金额：
40000.00

业务培训会100人/天*300人
数量：3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程序维护费 1.00次

业务培训会100人/天*300人 3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底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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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反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情况。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小康监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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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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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021年季度核算、2020年年度核算工作，拟于2021年12月完成，4次季报，1次年
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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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小康监测统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当年该项统计工作基础数据真实可信，如实反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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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培训及资料费100元/次
*10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程序维护费10000元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调研、培训等差旅费100元/次
*5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50.00,金额：
5000.00

资料费约5000元 数量：1000.00,单位：套,单价：5.00,金额：5000.00

数量指标

调研、培训等差旅费100元/次
*50人

100.00人次

资料费约5000元 1000.00套

核算培训及资料费100元/次
*100人

100.00人次

程序维护费10000元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9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科室各项工作任务 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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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全市及各县市区GDP核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民营经济、文化产业核算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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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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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全市民营经济、文化产业2021年季度核算工作、2020年年度核算工作，拟于2021年12月完成，4次
季报，1次年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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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文化产业核算统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该项统计工作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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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指导差旅费100元/次*50
人=5000元

数量：5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5000.00

民营经济培训及资料费100元/
次*220人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100.00,金额：
20000.00

文化产业核算培训及资料费100
元/次*180人

数量：1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10000.00

资料打印费5000元
数量：1000.00,单位：人次,单价：5.00,金额：
5000.00

数量指标

调研指导差旅费100元/次*50
人=5000元

50.00人次

民营经济培训及资料费100元/
次*200人

200.00套

资料打印费5000元 1000.00人次

文化产业核算培训及资料费100
元/次*100人

1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19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完成科室各项工作任务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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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民营经济、全市及规上文化产业核算及全市小康
监测评价体系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三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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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8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谢明锋 联系电话： 13404013992

项目概况

完成贸易相关的城市商业综合体、连锁经营、电子商务零售平台以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互
联网平台等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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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统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拟于2021年12月完成本年度该项统计工作任务，完成2021年数据收集，完成月报、季报、年报等工作，
确保当年该项统计工作数据真实可信，并能便于今后常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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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费200人*4次*100元/次
数量：800.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金额：
80000.00

数量指标 培训费200人*4次*100元/次 8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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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三新统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统计局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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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5 科目名称： 专项统计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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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真
实、准确、全面、及时反映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和成效，满足各级、各部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考评激励工作需要，省统计局、农业农村厅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试点论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设计了《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制度》，并按
照《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川农领办
〔2019〕15号）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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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数据，将作为考评激励各级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制定调整乡村振兴战略政
策、规划、项目，推进政府和部门农村统计改革、不断提升涉农统计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引导各级各部
门和广大农民群众明确主攻方向、增强乡村振兴战略信心和决心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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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旅费17次*1000元/次

数量：17.00,单位：人次,单价：1000.00,金额：
17000.00

培训费2次*150人*110元/次
数量：300.00,单位：人次,单价：110.00,金额：
33000.00

数量指标
培训费2次*150人*110元/次 300.00人次

差旅费17次*1000元/次 17.00人次

时效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主要数据产品达
到预期要求，分析研究报告达
到预期目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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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并完成全年乡村振兴统计监测及相关衍生行业的
统计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