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55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12063000

一级目标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投入与管理

资金到位率 94%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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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21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二级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每年根据沪人社养发、普人社文件精神，调整镇办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

金，并报镇长办公会议通过。

项目实施计划*：

对镇办企业未进社保退休人员每月发放养老金、报销医药费。五个撤制村

征地到外单位养老人员110元生活费按季发放。镇办企业未进社保退休人

员节日费按节日发放。镇办企业社保退休人员养老金补差、70周岁以上老

人生活补贴、农来农去人员生活补贴年终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镇办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费是保障养老人员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让征地养

老人员看到将来社会保障不断改善的趋势，维护该人群权益，缓解社会矛

盾。保障镇办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费及时发放，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保

障，维护该人群权益。

项目概况*：

对镇办企业未进社保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节日费、报销医药费。镇办企

业社保退休人员养老金补差。70周岁以上老人生活补贴。五个撤制村征地

到外单位养老人员110元、节日费补贴发放。农来农去人员生活补贴。

立项依据*： 沪人社养发文件、普人社文件、镇长办公会议通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实施保障长征镇办企业退休人员养老生活及福利，维护长征地区

社会稳定。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政策补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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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劳动力服务中心专项经

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投入与管理

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

社保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职工满意率 ≥90%

有责投诉数 0起

职工利益维护情况 基本保障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项目管理

质量

社保补贴覆盖率 100%

工资发放完成率 100%

社保补贴发放足额情况 足额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策宣传情况

规范

健全

规范

规范

充分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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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依据充分性

长效管理影响力目标

时效

数量

生态效益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30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83124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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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受理中心-社区为老场

所建设
其他一次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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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以打造15分钟综合服务圈为目标，

凸显“一领两治三共”效能，形成“党建引领、片区联动、辐射成圈，覆盖

全镇”的社区综合管理服务格局。片区涵盖党建群团服务、社区卫生站点、

社区食堂（助餐）、青少年活动、老年人日间服务、社区便民服务（修补、

家政、缝纫等便民服务）、心里咨询、文体休闲、双拥活动、劳动调解仲裁

、就业开业指导、园区职工服务、科学普及等功能。

立项依据*：

《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试点的指导意见》（沪老龄办发［2014］10号）、《普陀区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的指导意见》（普老龄办［2016］3

号）、《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评估标准》（2016年试行），《区委、区政

府关于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建设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优化社区公共资源配置，规范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建设，提

升社区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增强群众获得感。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要以“将社区管理好、为群众服务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

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管理服务需求，提升社区综合管理服务效能作为

建设的宗旨。

项目实施计划*：

以打造社区“15分钟综合管理服务圈”为目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及周边

企业、社区的服务资源，围绕居民关注的医疗、用餐、托养等需求，以“邻

聚·里”的公共空间提供零距离“一站式”服务，积极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

新模式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因地制宜、资源共享；以民为本，服务群众；街道（镇）主导，合力推进；

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管理服务片区平台作用充分体现；管理服务片区资源

统筹能力明显提搞；管理服务片区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管理服务片区机制

顺畅运作。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30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6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2020年绩效目标

投入与管理

≥95%质量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建设要求实行率 100%数量

100%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设计方案达成率

充分

经济效益

政策宣传情况 到位

政府及群众满意率 ≥95%

有责投诉数 0起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社会效益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227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22735688.73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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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受理中心-社区为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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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补贴类

项目概况*：

为满足本镇社区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营造邻里互助、睦邻友好的社

会氛围，探索符合地域实际的养老模式，倡导邻里互助、结对帮扶和居家支

持，以“邻聚·里”的公共空间提供零距离“一站式”服务。

立项依据*：

《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

务业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4〕28号）、《上

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的

指导意见》（沪老龄办发〔2014〕10号）、《关于加强本市农村养老服务工作

的实施意见》（沪民老工发〔2015〕1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满足本镇社区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社区内邻近居住的老年人，依托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通过自愿组织、自我管

理、自助互助等方式，开展生活照护、精神慰籍、社区参与等活动。提倡自治

共治，促进群体融合，通过兴趣团体和群众沙龙，搭建社会组织和群众沟通的

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更快融入社区，参与社区治理。

项目实施计划*：
补充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为老年人实现“家门口养老”提供触手可及的支

持服务，实现和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互补结合。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鼓励由居民或非正式团体自愿发起，在小区、村民小组层面利用居民自有住宅

、闲置房屋，建立示范睦邻点，培育发展非正式照料体系。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和社区自治共治，优化各项服务功能，整合资源，服务下沉， 关注公共服

务，了解百姓实际需求，探索优化服务模式，把服务落到居民身边，为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巩固本社区原有的资源 充分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2274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与管理

优秀

社会效益

项目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及时

文娱活动开展率 100%

到位

开展活动对象满意率 100%

时效

产出目标

0起

到位

>95%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社区食堂满意率

数量

质量

政策宣传情况

日常管理机制

社区食堂服务品质

有责投诉数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效果目标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936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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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受理中心-双拥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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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补贴类

项目概况*：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和光荣之家挂牌工作，双拥模范创建工作，走访慰问共建部队

和优抚对象，退役士兵欢迎及立功受奖奖励，八一建军节系列活动及慰问等拥军

优属活动。

立项依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相关工作文件精神；市优抚处《优抚工作文件选编》；区双拥

工作例会；长征镇拥军优属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等文件和会议精神。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开展“双拥”工作，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双拥”工作的基本精神

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2020年绩效目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区下发的关于开展双拥工作的各种通知、指导意见等，结合区每月例会精

神，按照镇级拥军优属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要求，通过双拥干部、居委民政干部、

优抚志愿者等对优抚对象开展各项工作和服务。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和光荣之家挂牌工作；春节走访慰问共建部队和单

位，慰问镇域内所有优抚对象；年中开展八一建军节系列活动，走访慰问共建部

队和单位，慰问所有优抚对象；下半年做好双拥模范创建工作，做好双拥（优

抚）之家建设工作，做好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工作，配合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完成参试人员医疗报销工作。各项政策补贴发放到位，对象满意率高，保障

对象权益。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优抚政策及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区要求，对镇域内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应

做好各项优抚工作，解决对象实际困难。开展各类军地共建活动，巩固和加强军

政、军民团结。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9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投入与管理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100%

社会效益

项目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及时

春节和八一对镇域内优抚对象慰问率 100%

100%

90%

区镇级双拥工作任务和指标完成率

100%

优抚对象满意率 ≥90%

有责投诉数 0起

对象利益维护情况 基本保障

影响力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政策宣传情况 到位

长效管理

生态效益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时效

重点优抚对象每月走访率

数量

产出目标

质量

抚恤金发放及时率

春节共建部队走访慰问率



项目类别*：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项目总预算（元）： 12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22925.4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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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受理中心-老龄事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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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补贴类

项目概况*：

为全镇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给予关爱和服务，独居老人与90周岁以上老人为重

点关怀对象。为我镇社区老年人提供文体活动的平台，开展文体教育等各项惠

老为老活动。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意识；大力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敬

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切实加强老年人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本项目上年度区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12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3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以全区推广的社区“志愿中心”为中枢，以建立惠及“全人群”的全覆盖网络

为目标，秉持着“政府关心、社会热心、家人放心、老人安心”的“四心”工

作目标，将一切“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了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中。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时间节点和活动既定方案，逐步推进各项为老服务活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深入贯彻党和国家老龄工作方针政策，进一步落实一法一条例，推动本镇老龄

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巩固本社区原有的资源，始终把老龄工作作为一项

长期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老龄委的作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整体推进社

区老龄事业的发展。从广大老年人精神生活需要出发，组织开展各种有益活

动，推动“和谐社区”的建设。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2020年绩效目标

投入与管理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项目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产出目标

100%

时效

夏送、春节关爱对象走访慰问率 100%

100%

数量

质量

≥90%

有责投诉数 0起

到位

基本保障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对象利益维护情况

社会效益

政策宣传情况

区、镇老龄常规工作任务和指标完成率

敬老节期间关爱对象走访慰问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效果目标

老龄慰问对象满意率

产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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