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发展软环境满意度调查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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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8 科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

项目预算金额： 111,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周晓军 联系电话： 2608018

项目概况

围绕中央、省、市相关决策部署精神，切实开展政务服务满意度等专项调查研究，全面收集相关意见
和建议，积极服务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加快推进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经济现代化强市创
造条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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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软环境满意度调查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加快推进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经济现代化强市创造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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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培训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据汇总处理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8000.00,金额：24000.00

差旅费 数量：70.00,单位：人,单价：100.00,金额：7000.00

交通费 数量：10.00,单位：台,单价：500.00,金额：5000.00

劳务补助
数量：350.00,单位：人,单价：100.00,金额：
35000.00

印刷调查问卷
数量：15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印刷调查问卷 1500.00套

数据汇总处理 3.00次

业务培训费 2.00次

差旅费 70.00人

劳务补助 350.00人

交通费 10.00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调查误差率 ≦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调查资料使用年限 ≥纸质资料保存3年，电子资料永久存档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地方党政领导宏观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满意度 ≥80%

政府部门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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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8 科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

项目预算金额： 55,8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周晓军 联系电话： 2608018

项目概况

主要通过随机走访、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调查，积极为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广泛收集意见和建
议，为绵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整改意见，同时为加快建设绵阳西部经济强市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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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为绵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整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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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礼品 数量：800.00,单位：套,单价：25.00,金额：20000.00

调查报告 数量：50.00,单位：套,单价：60.00,金额：3000.00

编程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12000.00

培训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5000.00

其他费用 数量：19.00,单位：人,单价：200.00,金额：3800.00

调查问卷 数量：800.00,单位：套,单价：2.50,金额：2000.00

数量指标

编程费 2.00次

调查问卷 800.00套

培训费 2.00次

调查报告 50.00套

差旅费 100.00人

调查礼品 800.00套

其他费用 19.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问卷真实性 ≥99%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调查报告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领导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创建管理部门满意度 ≥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文明城市复检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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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8 科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

项目预算金额： 61,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周晓军 联系电话： 2608018

项目概况

受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挥部的安排，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及操作手册，同时结合2020年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分新要求。测评内
容涉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的全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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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城市复检测评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检验绵阳市文明城市建设常态化工作，全面查找问题，对表整改落实，确
保全国文明城市测评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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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礼品
数量：1500.00,单位：套,单价：10.00,金额：
15000.00

测评手册 数量：400.00,单位：套,单价：10.00,金额：4000.00

差旅费 数量：50.00,单位：人,单价：100.00,金额：5000.00

访问劳务费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200.00,金额：4000.00

编程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6000.00

数据录入 数量：5.00,单位：人,单价：400.00,金额：2000.00

印刷费 数量：3000.00,单位：套,单价：5.00,金额：15000.00

培训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数量指标

数据录入 5.00人

编程费 1.00次

印刷费 3000.00套

培训费 2.00次

出差补助 50.00人

测评手册 400.00套

访问劳务费 20.00人

调查礼品 15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问卷真实性 ≥99%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调查报告使用年限 ≥1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为领导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创建管理部门满意度 ≥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四下企业抽样调查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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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08 科目名称： 统计抽样调查

项目预算金额： 116,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周晓军 联系电话： 2608018

项目概况

主要通过走访企业、问卷调查、企业统计人员业务培训的形式，按季度和年度定期开展主营业务收
入、成本支出和利润等主要指标调查，数据核查及数据处理，为绵阳市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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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企业抽样调查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定期开展主要指标调查，数据核查及数据处理，为绵阳市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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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印刷费 数量：5000.00,单位：套,单价：2.00,金额：10000.00

差旅费
数量：190.00,单位：人,单价：100.00,金额：
19000.00

培训费 数量：2.00,单位：次,单价：5000.00,金额：10000.00

劳务费
数量：385.00,单位：人,单价：200.00,金额：
77000.00

数量指标

劳务费 385.00人

差旅费 190.00套

培训费 2.00次

资料印刷费 5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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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 ≥99%

法治管理部门满意度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