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40370

一级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党建中心—党组织服务

群众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27个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沪委发

［2014］14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

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2014］43号）、区委《关于居民区

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为切实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进一步提升居民

区党组织服务功能和社区治理能力。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项目审批制度，按照成熟一个申报一个，审批一个的原则进行项目推

进工作，严格财务报销制度，由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统一审核后方可报销项

目经费。

项目实施计划*：

居民区党组织全年均可进行项目申报，报党建服务中心、镇党群办审批后

报镇党委会通过，立项实施。每个居民区党组织每年服务群众专项经费10

万元，项目结束进行民主测评和财务审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提升居民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社区治理能力，凝聚党员和群众。每个居

民区党组织都要有项目申报，满足社区群众的需求，提升服务水平。

2020年绩效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投入管理

项目管理

投入与管理



群众满意度

档案管理规范性

影响力目标

≥85%

规范

健全

规范

规范

充分

到位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政策宣传情况

保障居民区党组织数量 27个

效果目标

质量

数量

产出目标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居民区党建项目开展情况 正常

居民区党员满意度 ≥85%

时效

社会效益

专项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专项经费发放标准执行度 100%

专项经费发放及时性 及时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

（元）：
9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

算额（元）：
674236.91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数量

健全

社区党建活动经费发放完成率 100%

100%“两新”组织党建经费发放完成率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党务工作者补贴工作完成率 100%

社区党员活动经费发放标准执行度 100%

财务管理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9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制度健全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党建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严格财务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用于党建中心开展各类活动，居民区党员活动和慰问，“两新”组织党组织开展党建

活动及党务工作者的补贴等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每个党组织根据自己的特点，开展有特色的党建工作，形成长征特色的党建品牌。树立若

干党建特色组织和先进典型，引领区域党建工作。

项目概况*：
党建中心开展各类志愿队伍活动、党建活动、七夕活动等，居民区党建活动费及慰问费、

“两新”组织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费及党务工作者补贴等

立项依据*： 《关于建立普陀区社区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的暂行规定》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经费保障是党建工作运行的有效前提，引导激励各级党组织在党建阵地建设、组织生活开

展、党员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大投入

质量

产出目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党建中心—社区和“两新”组织

党建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社会效益

及时

及时

及时

社区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效果目标

社区党员活动经费发放及时性

正常

经济效益

“两新”组织党建经费发放及时性

党务工作者补贴工作及时性

≥85%党员满意度

党务工作者补贴发放标准执行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正常

生态效益

“两新”组织党建经费发放标准执行

度
100%

时效

信息共享情况 共享

“两新”组织活动开展情况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质量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4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336702.74

一级目标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投入与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围绕中心工作，根据区委、镇党委的要求开展服务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推进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探索基层党建新模式，打造精品服务站点，优化园区、社区、片区党建服务站

点建设，通过工作联动，抓项目、抓活动、抓载体，打造了一系列特色项目的

品牌，实现资源的整合功能的融合、力量的聚合。

项目概况*：
馨越公寓党建服务站日常运作和活动开展；楼宇、园区党建、学习、文化休闲

、公益服务活动；网格综合服务片区党建、宣传工作开展。

立项依据*： 市委、区委“1+6”文件精神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区委、镇党委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有关要求，深化楼宇、园区、网格片区

、新兴领域等党建服务站的建设。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党建中心-园区、社区

、片区党建服务站点

运行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规范

服务站点全年正常运行时长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健全

规范

充分

健全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档案管理规范性

数量、质量

时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项目管理投入与管理

365天受益人满意度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服务站点打造计划完成率 100%

规范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服务站点打造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采购申请规范性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4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76770.4

一级目标

产出目标

有效

教育培训活动计划完成率 100%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关于加强本市各级党建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的相关规定，

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开展各类活动。

项目实施计划*：

党建服务中心每月底对外公布下月服务菜单和培训活动内容。利用“长征党建智

慧平台”对所属党组织及党员实现动态管理；利用“长征党建微信公众号”活跃

党的组织生活，丰富教育培训管理的载体，以考核奖励机制鼓励基层党组织报送

党建信息。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不断为区域化党建开拓新阵地，为服务党员群众开发新载体，为党员发挥作用开

辟新途径。关心服务党员群众生活，增强党员群众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

为党员的温暖之家，党建工作的阵地堡垒。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4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党建服务中心书记工作室、社区党校、党建指导员等开展各类活动活动； “七一

”、春节等重大节日慰问区域内党务工作者；图书阅览、报刊订阅；微信公众号

和智慧党建信息平台运维费、党建信息化工作推进、考评、总结。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本市各级党建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党建服务中心是党员教育管理培训的阵地，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阵地，充分依

靠党建服务中心“智慧党建”的各种软硬件设施，用信息化、科学化手段与党员

发展工作相融合，也要对辛苦在基层一线的党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

数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党建中心-教育培训宣传

书报慰问等工作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生态效益

效果目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健全

健全

规范

充分

≥85%

档案管理规范性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政策宣传情况

规范

党员群众文化生活情况

丰富

党员群众活动参与度 提高

党员群众满意度

信息平台全年运行情况

正常

到位

教育培训活动完成及时性 及时

书籍报刊订阅及时性 及时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信息平台运维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节日慰问及时性 及时

时效

质量

信息平台运维工作完成率 100%

节日慰问工作完成率 100%

教育培训活动质量合格率 100%

书籍报刊订阅工作完成率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426611.83

一级目标

财务管理

项目管理

投入与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7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20年绩效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严格按照居民区工作经费使用规范，按照政府行政开支有关要求进行日常办

公经费的使用，严格执行审批报销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居民区全年均可进行经费报销，报镇社区办审核后进行报销，财务严格执行

报销制度，审查原始单据，每个居委会平均年度行政办公经费10万，按规

定接受区审计局等进行财务审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提升居委会的服务功能和社区治理能力，提高服务社区居民水平和能力。居

委会合理使用日常工作经费，满足社区群众的需求，提升服务水平。

项目概况*： 镇社区办，27个居委会日常行政办公经费

立项依据*：

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沪委发

［2014］14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

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2014］4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文件精神，为切实加强居委会服务群众的能力，维持居委会的正常

运转，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质量。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其他事业专业类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居民区工作经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数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时效

产出目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效果目标

质量

设备购置及时性 及时

人力资源管理规范性

0起

100%

≥85%

规范

健全

规范

居民区日常工作运行率

居民投诉事件发生数

居民问题及时处理率

居民满意度

档案管理规范性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交通费应付尽付率 100%

社区居民参与度 100%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购置设备合格率 100%

设备购置计划完成率 100%

活动开展完成率 100%

水电费应付尽付率 100%

维修费应付尽付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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