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10月-2022年09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为进一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市、区两级分别出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政策，对于创业者及初
创组织在社保、房租、创业贷款、吸纳就业等相关方面给予补贴帮扶，并对创业孵化基地、
院校创业指导站及创业大赛获奖的给予扶持奖励，营造区域良好创业环境。

立项依据

《关于落实本市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
37号)（2018年12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陀区
就业创业工作的办法（2019-2022年）》（普人社规范〔2019〕3号）（20
19年-2022年）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贯彻落实“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营造区域良好创业氛围。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业带动就业
，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活跃，创业环
境不断优化。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
创业带动就业，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
活跃，创业环境不断优化，争创市特色创业型社区。

政策实施计划： 根据创业者及创业组织申请情况按照政策要求进行补贴。

政策目标

总目标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业带动就业
，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活跃，创业
环 境不断优化。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补贴项目一方面针对性地帮
扶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创业带动就业
，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通过一系列创业扶
持政策使得普陀区创业氛围日趋活跃，创业环
境不断优化，争创市特色创业型社区。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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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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计划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情况 准确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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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扶创业组织政策知晓度 >=80%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企业）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个人）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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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宁夏路627号6幢房屋防

危加固、外立面修缮及装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0,00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通过装修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固宁夏路627号6幢楼
房，杜绝安全隐患，并打造起一处便民利民、高效便捷
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和标准化政务服务中心，为全区就
业创业服务对象提供高效便捷就业促进服务，充分优化
区域营商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情况 >=95

质量指标 工程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时间 按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建设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办事人员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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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1年12月-2022年11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特定群体就业、培训补贴

资金用途 政策补贴类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失业青年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及青年见习工作，
鼓励该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灵活就业，鼓励企业吸纳该群体就业。

立项依据
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失业青年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及青年见习工作，
鼓励该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灵活就业，鼓励企业吸纳该群体就业。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及本市促进特殊群体就业政策，配套制定本区促进
就业政策，营造区域良好就业环境。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落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促进本区就业工作，营造区域良好就业环境。

政策实施计划： 根据政策规定按月发放。

政策目标

总目标
落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长期失业青年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工作，及青年见习工作，鼓励该群体实现市场化就业或
灵活就业，鼓励企业吸纳该群体就业。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落
实国家、本市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促进本区就业工作，营造区域
良好就业环境。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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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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计划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指标发放准确情况 =10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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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0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企业）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个人）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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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2年01月-2022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政策名称 征地养老费用

资金用途 社会保障事业专项资金

政策日期 2022-01至2022-12

政策概况
征地养老费用项目包括：征地养老人员每月的生活费、丧葬费及一次性救济费、日常的医药
费报销费用、年初的节日补助及年末用于支付居民医保的费用。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普陀区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普人社规范【2017】2号）

政策设立的必要性
为更好地推进我区征地养老工作，加强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锁定征地养老人群，控制
待遇差距，提高管理层级，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努力做到提升管理、规范经办、
化解矛盾、方便群众。

保证政策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印发《普陀区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普人社规范【2017】2号）

政策实施计划：
已纳入区级统筹的征地养老管理单位有：长征镇、桃浦镇、中环集团、百众商业、天马袜厂
、塑料制品及电气集团。其中：两镇的费用由财政预算支出，企业的费用由企业负担。

政策目标

总目标 保障已锁定的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建立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

年度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对本区统筹的征地养老人员情况做到“人数清
，情况明”。

保障已锁定的征地养老人员的社会保障，建立
规范的征地养老管理体系。对本区统筹的征地
养老人员情况做到“人数清，情况明”。

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生活费 122,866,545

丧葬费及一次性救济费 2,874,400

医药费报销 24,000,000

居民医保 2,082,670

一次性节日补助 2,8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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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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90%

发放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良好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财务及管理制度健全性 良好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9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共享情况 良好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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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志丹路4号房屋整体加固装

修及外立面修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3,11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11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11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11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完成志丹路4号房屋整体加固装修及外立面修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执行情况 >=95%

质量指标 工程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时间 按时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志丹路4号行政事务管理中
心建设

良好

生态效益指标
优化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社会保障管理服
务

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设完善窗口接待一门式受
理，快速调处化解劳动关系
矛盾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办事人员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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