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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宁党发〔2019〕9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指标予以公开。

附件：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2021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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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政协事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办

公厅本级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1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2002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 200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0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02 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含本级和市县）：

1. 政协履职培训经费 84.64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政协委员履职培训、委员大讲堂以及干

部职工等培训经费）。通过培训 着力加强和提升政协履职科学化管理水平，积极参与政

治协商，自觉肩负使命任务。 2. 政协会议经费 403 万元 ( 主要用于政协全委会、 政

协常委会议、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议、全国两会、新春茶话会、政协理论研讨会、市县区

政协主席会、三级政协会议、咨政协商会议、专题协商会议等各类会议顺利召开经费保障

各类会议顺利召开，深入推进政协各项工作顺利实施，提高实效。 )3. 政协参政议政 90

万元（保障 9 个专委会课题经费 主要用于区内外考察、调研、活动等以及政协领导参加

党派会议、调研、活动等经费）。通过参政议政，充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积极建言献策。

4. 政协委员视察经费 175.97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政协委员参加视察、调研、会议、培

训、联系界别活动、委员基层联系点保障经费、政协委员履职补贴等经费。 5. 政协重点

建议办理经费 1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重点建议办复所需经费。通过加大重点建议办复力

度 充分发挥督查办复落实作用 着力提高重点建议办复质量，有力推动热点、难点问题的

解决。 6. 政协公务专项经费 778.6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政协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

以及其他公务专项经费。公务接待 ; 因公出国（境） ; 印制各种制度汇编及其他资料 ;

提案工作表彰费用 ; 课题研究经费 ; 聘用人员劳务费 ; 机关中心机房网络设备运行维

护，机关办公网络、办公电脑、外设运行维护、电子公文、“互联网 + 政协”应用系统、

网站年度等保测评、互联网专线使用、档案数字化维护、设备维修维护 ; 组织离退休人

员开展开趣味体育运动会、重阳节联谊活动、参观考察等活动费用 ; 政协慰问 ; 政协机

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干部职工运动会 ; 年终联谊会 ; 采购有声党建资料 ; 触控

一体机 ; 互联网专线使用 ; 机关绿化 ; 公务车辆租赁 ; 咨询服务；宣传经费；文化文

史专项经费；当代宁夏移民资料征集工作专项经费；宁夏诗词学会正常运行；政协志编审

以及公务保障经费等。 7. 纪检派驻派出机构经费 4.79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纪检派驻机

构办公经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经费。

年度绩效目标（含本级）：

1. 政协履职培训经费 84.64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政协委员履职培训、委员大讲堂以

及干部职工等培训经费）。通过培训 着力加强和提升政协履职科学化管理水平，积极

参与政治协商，自觉肩负使命任务。 2. 政协会议经费 403 万元 ( 主要用于政协全

委会、 政协常委会议、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议、全国两会、新春茶话会、政协理论研

讨会、市县区政协主席会、三级政协会议、咨政协商会议、专题协商会议等各类会议

顺利召开经费保障各类会议顺利召开，深入推进政协各项工作顺利实施，提高实

效。 )3. 政协参政议政 90 万元（保障 9 个专委会课题经费 主要用于区内外考察、

调研、活动等以及政协领导参加党派会议、调研、活动等经费）。通过参政议政，充

分发挥参政议政职能，积极建言献策。 4. 政协委员视察经费 175.97 万元（主要用

于保障政协委员参加视察、调研、会议、培训、联系界别活动、委员基层联系点保障

经费、政协委员履职补贴等经费。 5. 政协重点建议办理经费 10 万元；主要用于保

障重点建议办复所需经费。通过加大重点建议办复力度 充分发挥督查办复落实作用

着力提高重点建议办复质量，有力推动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6. 政协公务专项经

费 778.6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政协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以及其他公务专项经

费。公务接待 ; 因公出国（境） ; 印制各种制度汇编及其他资料 ; 提案工作表彰费

用 ; 课题研究经费 ; 聘用人员劳务费 ; 机关中心机房网络设备运行维护，机关办公

网络、办公电脑、外设运行维护、电子公文、“互联网 + 政协”应用系统、网站年度

等保测评、互联网专线使用、档案数字化维护、设备维修维护 ; 组织离退休人员开展

开趣味体育运动会、重阳节联谊活动、参观考察等活动费用 ; 政协慰问 ; 政协机关、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干部职工运动会 ; 年终联谊会 ; 采购有声党建资料 ; 触控

一体机 ; 互联网专线使用 ; 机关绿化 ; 公务车辆租赁 ; 咨询服务；宣传经费；文

化文史专项经费；当代宁夏移民资料征集工作专项经费；宁夏诗词学会正常运行；政

协志编审以及公务保障经费等。 7. 纪检派驻派出机构经费 4.79 万元。主要用于保

障纪检派驻机构办公经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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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运动会 1次

宁夏政协志编纂出版 ≥ 150 万字

印制《论文集》本数 ≤1200 本

电子公文、“互联网+政协”应用系统运维、升级 2项

纪检派驻机构人数 4人

宁夏诗词学会《夏风》 4期 ，每期 600 册

电子公文、“互联网+政协”应用系统、网站年度等保测评 ≥ 3项

设备购置 ≥3套

文化文史专项经费 ≥ 3项

印制《社情民意汇编》 ≤ 650 册

政协宣传经费 ≥ 3次

每次培训天数 ≤6天

宁夏诗词学会编辑出版《庆祝建党 100 周年诗词选》 1000 册

每次培训天数 ≤4天

会议人数 ≥600 人

重点建议办复 ≥ 5件

联谊会 1次

机关绿化 ≤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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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中心机房网络设备运行维护，机关办公网络、办公电脑、外设运行维护等 3项

每类会议天数 ≤7天

考察调研次数 ≥ 90 次

政协公务保障经费 ≥ 6项

公务接待批次 ≤56 批次

因公出国（境）批次 ≥ 2批

政协慰问 ≥300 人

当代宁夏移民资料征集工作专项经费 1项

培训人数 ≤600 人

提案制度汇编等制度及资料印刷 ≥600 本

因公出国（境）人次 ≥ 14 人次

质量指标

覆盖率 高

合格率 高

调研成果利用率 高

参与度 高

办结率 高

时效指标 培训、会议、考察调研、办复、各项工作计划完成时限 及时

成本指标

政协参政议政经费 90 万元

政协公务专项经费 778.6 万元

政协履职培训经费 84.64 万元

纪检派驻机构业务经费 4.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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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重点建议办复经费 10 万元

政协会议经费 403 万元

政协委员视察经费 175.97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调研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 进一步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案建议办复对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调研成果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案建议办复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进一步提升

加大调研力度促进调研成果转化 进一步提升

对政协工作可持续发展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培训对象、参会人员、干部职工、委员、社会满意度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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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治区政协机关维修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实施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项目属性 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2021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945.60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945.6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45.6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45.60 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含本级和市县）：按照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自

治区政协机关维修改造项目的批复函和自治区财政厅评审中心评审报告，

2021 年自治区政协机关维修改造项目主要是自治区政协机关综合办公楼

和委员活动中心分别于2000 年和 2002 年建成使用。由于机关综合办公楼

消防设施安装使用 20 年之久，各项消防系统功能出现老化、缺损状态。因

工作需要，需对政协机关综合办公楼消防系统、更换机关安防模拟监控系

统、政协机关中心机房升级改造、委员活动中心负一层、二楼大厅、三楼、

四楼及电梯设备等进行维修改造。

年度绩效目标（含本级）：按照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自治区政协机关维修改造

项目的批复函和自治区财政厅评审中心评审报告，2021 年自治区政协机关维修改造

项目主要是自治区政协机关综合办公楼和委员活动中心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建成

使用。由于机关综合办公楼消防设施安装使用 20 年之久，各项消防系统功能出现老

化、缺损状态。因工作需要，需对政协机关综合办公楼消防系统、更换机关安防模拟

监控系统、政协机关中心机房升级改造、委员活动中心负一层、二楼大厅、三楼、四

楼及电梯设备等进行维修改造。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维修改造项目 1项

质量指标 指标 1：竣工验收合格 ＞90%

时效指标 指标 1：12 月底前完成 1年

成本指标 指标 1：维修改造项目经费 945.6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对单位工作环境 进一步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干部职工满意度 高



7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华兴时报社运行经费补助

主管部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实施单位 华兴时报社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1 年-2021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和市县） 361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含本级）361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61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361 万元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目标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含本级和市县）：华兴时报社是我区唯一一张时政统战类

新闻媒体，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传达党的主张。1、《华兴时报》作为宁夏

政协机关报，在跨入新时代这个大背景下，立足报社定位，充分发挥好宣传舆

论阵地的作用，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本年华兴时报预计出 214 版， 出版 288 万份，出版费用约 100 万元。

2、2021 年独立编报预算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共计 261 万元。

年度绩效目标（含本级）：华兴时报社是我区唯一一张时政统战类新闻媒体，毫不

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传达党的主张。1、《华兴时报》作为宁夏政协机关报，在跨

入新时代这个大背景下，立足报社定位，充分发挥好宣传舆论阵地的作用，为加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本年华兴时报预计

出 214 版， 出版 288 万份，出版费用约 100 万元。2、2021 年独立编报预算人员

经费及公用经费共计 261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信息发布 ≥214 版

指标 2：出版期数 ≥240 期

指标 3：出版份数 ≥360 万份

质量指标

指标 1：出版率 ≥100%

指标 2：单位人数 16 人

指标 3：阅读量 ≥33000 次

时效指标

指标 1：阅读率 ≥90%

指标 2：信息发布频次 ≥99%

指标 3：刊登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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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指标 1：出版费用 100 万元

指标 2：预算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 261 万元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1：报社通过纸媒《华兴时报》和华兴网、华兴时报社官方微信、微博等全方位报道，满足

各阶层读者的需求，预计 2021 年读者在 2020 年基础上提升 5%。
进一步扩大报纸影响力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作为全区唯一的时政统战类新闻媒体，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传达党的主张，发挥好

宣传舆论阵地的作用。
进一步扩大报纸影响力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遵循新闻事业规律，改变传统纸媒发展模式，加大“两微一端”信息推送力度，自觉推

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实施华兴时报社融媒体建设，适应新时代媒体发展规律。 进一步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读者满意度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