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01月-2021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政策名称 退役军人安置费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1-01至2021-12

政策概况

根据《退役军人保障法》、《关于印发<上海市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发放办
法>的通知》（沪退役军人规〔2021〕1号）规定：“为进一步做好本市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提高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能力，更好地体现国家和社会
对退役士兵的优待，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依法享受经济补助”。普陀区
根据规定设立退役士兵安置专项资金 ，由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管
理，移交安置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退役军人安置费为本区接收安置退役
军人专项资金，用于从本区入伍或者由本区接收的 、在部队办理自主就业
手续的当年度退役军士和退役义务兵 ，以及在部队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后
回到地方又放弃安排工作待遇的当年度退役军士和退役义务兵的专项经济
补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经济补助 ，包括一次性经济补助、社会保险费
补助或者生活补助。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并按有关规定审批通过 ，专项资
金也可用于确需新增的退役军人安置的其他支出 。

立项依据

全面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关
于印发<上海市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发放办法 >的通知》（沪退役军人规〔
2021〕1号），做好本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提高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能
力，更好地体现国家和社会对退役士兵的优待 ，保障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
。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关心、优待退役
军人，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采取政
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退役士兵按规定享受经济补助 ，经济补助标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力量，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关心、优待退役
军人，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采取政
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退役士兵按规定享受经济补助 ，经济补助标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政策实施计划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报到后，对其身份进行核定，对符合条件的，将一次性
经济补助划入退役士兵的银行卡 。 未进入学校就读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发放社会保险费补助，在退役士兵报到落户后，汇总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费
补助名册集中送交区社保分中心核定补助金额 ，按核定的社会保险费补助
金额将费用缴纳至区税务局，市税务局统一将缴费信息反馈市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中心。区社保分中心为退役士兵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 ,并从退役
士兵停止缴纳军人保险的次月起将 24个月的社会保险费补助按规定记入其
个人账户，退役士兵自缴费的次月起连续享受 24个月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进入学校就读的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生活补助名册集中送交区人
社局核定金额，将生活补助划入退役士兵的银行卡 。

政策目标

总目标
为进一步做好本市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提高退役士兵就
业创业能力，更好地体现国家和社会对退役士兵的优
待，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依法享受经济补助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当年9月起接收退役士兵，核定身
份确认接收后1个月内发放一次性
经济补助，开设社保账户缴纳24
个月社会保险或生活补助。

按时保质有效完成年
度计划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退伍义务兵安置费 1,656,000.00
复员士官安置费 1,075,500.00
转业士官安置费 660,000.00
退役军人立功奖励 16,000.00
退役军人待安置期间生活费、养老保险、医疗补助 316,000.00
无军籍职工和易地退休人员退休金等综合补贴 （含 10,487,600.00
无军籍离休干部医疗等综合补贴 1,137,200.00
干休所师职干部医疗补贴经费 881,000.00
退役军人接收安置费 91,000.00
退役军人参加学历教育学费补贴 450,000.00
企业复员退休干部生活补助 1,346,000.00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生活补助 =100%
发放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 =100%

质量指标

补贴对象合规率 =100%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发放流程规范性 规范
补贴应补尽补 =100%
有责投诉 无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整体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满意度 提高

提升社会对退役军人的尊崇度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度 >=9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动态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补助对象满意度 >=90%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01月-2021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政策名称 抚恤事业费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1-01至2021-12

政策概况 发放2021年度伤残抚恤金、烈属抚慰金、丧葬补助费、三属补差、一次性补助费等。

立项依据
《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令第601号）、《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
第602号）和《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沪退役军人规[2020]6号）等。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更好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优抚对象的关爱，确保优抚对象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鼓励公民积极献身国防事业，倡导社会正能量的发挥。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各街镇及时掌握反馈优抚对象基本信息，专人每月校核更新数据库数据，确保数据库数据
准确完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每月定时将相关经费划拨至各街镇，各街镇每月定时通过银行
将抚恤补助金发放至各优抚对象。

政策实施计划：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每月15日前将经费划拨至各街镇，各街镇每月28日前将经费通过银行
发放给对象。

政策目标

总目标 确保抚恤事业费专款专用，发放到位，不错不漏。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完成2021年度各类抚恤事业费的发放工作 按时保质有效完成年度计划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烈军属定期抚恤 845,880

烈属抚慰金 1,571,320

牺牲病故抚恤金 2,567,200

烈士一次性抚恤及褒扬金 490,000

复退军人定期补助 648,120

老复员军人补差 724,440

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14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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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伤残人员抚恤金 11,476,200

伤残人员丧葬补贴 479,160

“三属”定期抚恤补差 4,800,000

优抚对象临时补助 150,000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 823,216

伤残军人护理费 22,800

假肢安装费 100,000

优抚对象春节一次性补助 507,480

优抚对象物价一次性补助 2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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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金受益人数 >=200人

牺牲病故抚恤金受益人数 >=3人

烈属抚慰金受益人数 >=200人

“三属”定期抚恤补差受益人数 >=150人

伤残人员丧葬补助受益人数 >=5人

残疾军人护理费受益人数 >=10人

伤残抚恤受益人数 >=330人

优抚对象受益人数 >=850人

质量指标

发放对象合规率 =100%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投诉处理率 =100%

有责投诉 无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整体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优待金政策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度 >=9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动态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优抚对象满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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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01月-2021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政策名称 义务兵优待金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1-01至2021-12

政策概况 为本市入伍的义务兵家庭发放优待金。

立项依据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
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退役军人规[2020]7号）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义务兵家庭的优待，鼓励适龄公民积极履行兵役义务，保障优
待金管理和发放的顺利开展。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义务兵征集地所在的街镇、高校、直属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于每次征兵结束后，向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递交《义务兵家庭基本信息采集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据区征兵办提供的《
应征入伍青年花名册》，审核汇总后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填报《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申报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征兵办、市财政局对相关数据进行审核。优待金通过光荣卡的方式
兑现。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光荣卡由各街镇发给义务兵家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每年在义务兵
退役时通过上海银行定额转入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政策实施计划： 按文件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划拨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政策目标

总目标 确保优待金专款专用，发放到位，不错不漏。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完成2021年度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 按时保质有效完成年度计划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义务兵及其家属优待金 6,000,000

义务兵管理费 100,000

义务兵立功奖励费 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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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受益人数 >=80人

质量指标

发放对象合规率 =100%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投诉处理率 =100%

有责投诉 无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整体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优待金政策 =100%

按计划完成年度征兵指标，确保兵员质量稳定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知晓度 >=9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动态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义务兵家庭满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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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01月-2021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政策名称 拥军优属慰问经费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1-01至2021-12

政策概况
营造辖区良好的双拥工作氛围，为创建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奠定坚实的基础
。

立项依据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28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沪退役军人规[2021]2号）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更好营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良好氛围，推进双拥工作社会化进程，掀起双拥工作新高潮，
全面贯彻落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有关指示精神，切实服务于国防事业发展。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规定，及时准确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政策实施计划：
按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特别在春节、“八一”等特定时间节点，组织好
走访慰问等相关工作。

政策目标

总目标 在新一轮双拥创评中，蝉联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和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完成2021年度双拥各项工作的组织开展 按时保质有效完成年度计划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春节、“八一”慰问部队 900,000

春节、“八一”联欢庆祝活动 150,000

春节、“八一”优抚对象慰问费 770,000

烈士遗属清明异地扫墓补贴经费 180,000

优抚对象包户组节日慰问费 800,000

关爱功臣活动经费 1,000,000

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优抚业务档案整理归档等 1,500,000

- 1 -



解决优抚对象及驻区部队官兵急难问题 1,000,000

双拥工作慰问部队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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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双拥各类活动受益人数 >=500人

走访慰问受益人数 >=3600人

质量指标

发放对象合规率 =100%

资金使用准确率 =100%

投诉处理率 =100%

有责投诉 无

时效指标 慰问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整体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蝉联双拥模范城区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动态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驻区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满意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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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01月-2021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政策名称 中央财政核拨离退休干部经费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1-01至2021-12

政策概况 发放2021年度军队离退休干部的离退休金及各类津补贴。

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4】2
号；《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基本离退休费、有关补助补贴标准和实施住房物业服务补贴制度三
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军政【2019】640号；《关于调整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公勤费、护理费标准的通知》【2002】政干字第434号。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更好体现国家和社会对军休干部的关爱，确保军休干部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能够得到充
分保障，肯定军休干部对于国防事业的贡献，弘扬社会正能量。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干休所整理统计军休干部的基本信息，及时校核更新数据库数据，确保数据库数据真实完整
。每月定时将军休干部的离退休金及各类津补贴发放到每一位军休干部手中，组织学习、文
化、健康、娱乐等各类活动，努力使每一位军休干部能够有一个高质量的离退休生活。

政策实施计划：
干休所每月10日前军休干部离退休金及各类津补贴发放到位；元旦、春节、八一等节日前
，做好军休干部的走访慰问工作；每月安排活动计划，组织军休干部参与。

政策目标

总目标 确保军队离退休干部经费专款专用，发放到位，不错不漏。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完成2021年度军队离退休干部经费的发放
工作。

按时保质有效完成年度计划。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离退休干部工资 40,010,900

军休管理机构经费202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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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离退休干部受益人数 >=190人

质量指标

有责投诉 无

投诉处理率 =100%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发放对象合规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整体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支出方向符合度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经费政策度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动态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政策知晓度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军休干部满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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