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市级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部门（单位）名
称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

年度履职
目标

充分发挥科技界人才荟萃的特色和优势，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更好地发
挥参政党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和力量，全力助推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任务1:机关运转经费
人员经费及基本支出，主要保障机关的日常 运转支出
。

任务2：党派工作经费
专项经费，主要开展调研考察活动，提出提案建议，
履职参政党职责。

任务3：党派专项培训费
专项经费，主要对所属社员及机关干部进行，履职培
训，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预算情况

部门预算总额（万元） 80.95

1、资金来源：（1）财政性资金 80.95

             （2）其他资金

2、资金结构：（1）基本支出 30.95

             （2）项目支出 5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投入管理指标

工作目标管
理

年度履职目标相关性 相关 定性指标

工作任务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标

绩效指标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标

预算和财务
管理

预算编制完整性 完整纳入预算 定性指标

专项资金细化率 ≥100 %

预算执行率 ≥100 %

预算调整率 ≤50 %

结转结余率 ≤0 %

“三公经费”控制率 ≤12.5 %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

决算真实性 真实一致 定性指标

投入管理指标

预算和财务
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法合规 定性指标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标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公开透明 定性指标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定性指标

绩效管理

绩效监控完成率 ≥100 %

绩效自评完成率 ≥100 %

部门绩效评价完成率 ≥100 %

评价结果应用率 ≥100 %

产出指标
履职目标和
主要任务完

成情况

保证机关的日常办公
和正常运转

≥100 %

开展考察调研活动，
提出议案或建议

≥3 次

对社内社员进行系统
性培训，使素质得到

提高
≥2 次

效益指标

履职效益

完成基本工作维持正
常运转

正常运转 定性指标

提出议案和建议，对
社会产生的作用，具
有社会效益

合理 定性指标

更好地进行履职任务 效果更好 定性指标

满意度

社员的满意度 ≥80 %

政府和社会的满意度 ≥50 %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党派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7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何艳丽 联系人 尚秋霞

联系电话 0371-6717497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通过调研完成市委重点调研课题、市政协全会提案及常委会发言材料、省九三一组织一课题。
门户网站的管理维护和保持运行。

立项依据

　　　　根据郑统[2013]31文件《关于增加我市各民主党派工作经费的请示》批复，《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做为民
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
会服务。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通过必要的考察、组织座谈和交流活动，为国家、民生和社会建设提出建议和议案，开展社会
服务活动，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维护运行门户网站，保证政策宣传及活动报导。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照九三学社章程，政府会计制度，活动规则，及各级财政的规章制度和条例规范进行

项目实施计划 在2021年3月份至11月份根据课题开展考察活动，2021年底完成。网站的日常维护和运行。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开展活动，完成自身组织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提出议案或建议，保证网站的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进行调研考察活动次数 ≥3次

质量 调研课题形成的报告或提案 ≥1次

时效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出建议调研课题形成的报告或提
案对社会产生的效调研课题形成的
报告或提案对社会产生的效益的合
理性，对社会产生的作用

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建议对政府和民生产生的作用的合
理化建议满意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门户网站上宣传 ≥2次

其它



九三学社郑州市委员会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    

项目名称 党派专项培训费

单位编码 073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何艳丽 联系人 尚秋霞

联系电话 0371-67174979

开始时间 2021-01-01 结束时间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我单位主要职责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促进祖国统一
。加强自身建设、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开展社会服务。专项经费主
要用于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委员、骨干社员、新社员进行政策、参政议政和专业知
识的培训和学习。

立项依据

　　　　郑统【2017】69号关于增加我市各民主党派工作经费的请示。程志明市长11月8日批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
度，做为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
主监督、社会服务。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委委员、骨干会员、新社员进行政策和专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
积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助推我市教育科技方面的发展，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办两期培训班，遵照国家相关培训制度，严格各项财务支出制度，规范使用

项目实施计划
组织骨干社员培训班80人5天需20万元，市委委员及支部主任培训班50人5天需10万元。分别在
上半年6、7月份以前和下半年11月份以前 举办两次培训班

备注 或因疫情或经费压缩导致不能举办培训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培训效果起到应有的效果。

年度绩效目标 年内举办两次培训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骨干培训班和新社员培训班 =2次

质量
邀请专家教授进行系统授课，保证
培训质量

≥2人

时效 根据社实际情况分类培训 培训内容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社内社员进行系统性培训提高素
质

得到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加培训社员的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在门户网站上进行报导。 ≥2次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