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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单位职责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市“三农”工作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贯

彻执行有关农业农村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起草规范性文件，指导农业综合执

法。负责农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参与落实涉农财税、价格、收储、金融保

险、进出口等政策措施。 

2、组织协调推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

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农村

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3、组织实施深化全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落实。

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村

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4、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城郊农业以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保护地方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

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

作。 

5、负责全市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

组织落实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政策措施。指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组织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 

6、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

评估。按照职责权限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提出区域技术性贸易措施

的建议。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指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和机构考核。 

7、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全市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

护与管理。负责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指

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运用农艺、农机、生物等工程措施发展有

机旱作农业。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

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8、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

设，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种

畜禽、农药、肥料、兽药、兽医医疗器械、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监督管理。组织兽

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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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

设，组织、监督全市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发布疫情并组织扑灭。 

10、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全市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建议。编制农业投

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

按市人民政府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

理。 

11、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拟订全市农业科研、农技推

广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指导农技推广体系和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组织开展

全市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2、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全市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

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

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3、牵头开展全市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

和有关国际国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具体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14、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预算主要包括局机关预算。

市农业农村局本级编制人数51人，现有在职人员48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62

人，遗属补助人员5人。内设16个科室（含市委农办秘书科），分别是办公室（党组

办公室）、人事科、政策法规科、改革与合作经济指导科、发展规划科、计划财务

科（内审科）、乡村产业发展科、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市场与信息化科（外经外

事科）、科技教育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种植业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

科）、畜牧与渔业科、兽医与畜禽屠宰管理科（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

室）、农田建设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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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表1

2023年预算收支总表2023年预算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项目项目 2023年2023年 项目项目 2023年合计2023年合计 当年预算安排当年预算安排
上年结转安上年结转安

排排

一、一般公共预算 1,425.60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国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单位资金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9 66.99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9.31 29.31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1,301.30 1,274.30 27.00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55.00 55.00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
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
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2023年单位预算报表2023年单位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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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
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
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本年收入合计 1,425.601,425.60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1,452.601,452.60 1,425.601,425.60 27.0027.00

上年结转 27.00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收入总计 1,452.601,452.60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1,452.601,452.60 1,425.601,425.60 27.0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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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2

2023年预算收入总表2023年预算收入总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本年收入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上年结转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金
单位资金单位资金

合计合计 1,425.601,425.60 1,425.601,425.60         27.0027.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9 66.9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99 66.9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99 66.9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31 29.31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31 29.31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31 29.31      

213 农林水支出 1,274.30 1,274.30     27.00

21301 农业农村 1,247.70 1,247.70     27.00

2130101 行政运行 712.99 712.99      

21301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0.00 40.00      

2130153 农田建设 55.70 55.70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39.01 439.01     27.00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26.60 26.6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
出

26.60 26.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0 5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0 5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5.0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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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3

2023年预算支出总表2023年预算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3年预算数2023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1,452.601,452.60 859.34859.34 593.26593.2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9 66.9966.9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99 66.9966.9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99 66.9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31 29.3129.31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31 29.3129.31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31 29.31  

213 农林水支出 1,301.30 708.04708.04 593.26593.26

21301 农业农村 1,274.70 708.04708.04 566.66566.66

2130101 行政运行 712.99 708.04 4.95

21301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0.00  40.00

2130153 农田建设 55.70  55.70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66.01  466.01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26.60   26.6026.6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支出

26.60  26.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0 55.005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0 55.005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5.00 55.00  

-6-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单位预算公开报告



     预算公开表4

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

项目项目 金额金额 项目项目
金额金额

小计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政府性基
金预算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1,425.6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66.99 66.99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9.31 29.31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1,301.30 1,301.30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
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
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55.00 55.00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
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
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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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债务发行费
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
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本年收入合计 1,425.601,425.60 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1,452.601,452.60 1,452.601,452.60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27.00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27.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收入总计收入总计 1,452.601,452.60 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1,452.601,452.60 1,452.601,4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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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表5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3年预算数2023年预算数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1,425.601,425.60 859.34859.34 566.26566.26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9 66.9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99 66.9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6.99 66.99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9.31 29.31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9.31 29.31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29.31 29.31  

213 农林水支出 1,274.30 708.04 566.26

21301 农业农村 1,247.70 708.04 539.66

2130101 行政运行 712.99 708.04 4.95

21301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0.00  40.00

2130153 农田建设 55.70  55.70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439.01  439.01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26.60  26.6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支出

26.60  26.6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5.00 55.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5.00 55.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5.00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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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表6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不含上年结转）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基本支出分经济科目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部门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名称
2023年预算数2023年预算数

合计合计 人员经费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公用经费

合计合计 859.34859.34 680.14680.14 179.20179.20

工资福利支出  591.57 591.57  

基本工资 工资奖金津补贴 207.44 207.44  

津贴补贴 工资奖金津补贴 135.23 135.23  

奖金 工资奖金津补贴 96.76 96.76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66.99 66.99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29.31 29.31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0.84 0.84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55.00 55.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8.50  178.50

办公费 办公经费 17.80  17.80

印刷费 办公经费 10.00  10.00

水费 办公经费 2.00  2.00

电费 办公经费 4.00  4.00

邮电费 办公经费 2.00  2.00

取暖费 办公经费 31.02  31.02

物业管理费 办公经费 0.49  0.49

差旅费 办公经费 18.00  18.00

维修(护)费 维修（护）费 1.50  1.50

会议费 会议费 5.00  5.00

培训费 培训费 15.00  15.00

工会经费 办公经费 4.15  4.15

福利费 办公经费 12.10  12.1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10.00

其他交通费用 办公经费 38.25  38.2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20  7.2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8.57 88.57  

离休费 离退休费 10.07 10.07  

退休费 离退休费 77.93 77.93  

生活补助 社会福利和救助 0.58 0.58  

资本性支出  0.70  0.70

办公设备购置 设备购置 0.7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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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7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不含上年结转）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收入科目编码收入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注：本表无数据注：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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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表8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合计合计       

     

注：本表无数据注：本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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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公开表9

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预算表（不含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项目项目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预算营收入预算

科目编码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基本支出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项目支出
收入科目编码收入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科目名称

合计合计       

        

注：本表无数据

    
预算公开表10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项目
2023年预算数2023年预算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算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0.00 10.00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10.00   

合计合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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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11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2023预算数2023预算数

合计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部门合计部门合计 179.20 179.20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179.20 1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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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12

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表（本年预算）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表（本年预算）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合计合计

2023年财政拨款2023年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财政专户管

理资金理资金
单位资金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政府性
基金预基金预

算算

国有资本经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营预算

1 2 3 4 5 6 7

　　“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
牌赋能计划项目

185.00 185.00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及评审
费用

55.70 55.70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经费
项目

152.01 152.01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楼和离退
休干部党员活动室维修改造工程

20.00 20.00     

　　单位聘用人员经费 15.00 15.00     

　　驻村帮扶干部补助经费 26.60 26.60     

　　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 40.00 40.00     

　　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项目 2.00 2.00     

　　法律顾问 5.00 5.00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运行及维
护

10.00 10.00     

　　推动重大政策落实专项费用 50.00 50.00     

　　遗属补助 4.9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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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表13

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表（上年结转）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表（上年结转）

单位名称：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合计合计
2023年财政拨款2023年财政拨款

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

预算预算
国有资本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经营预算

1 2 3 4 5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27.00 27.00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27.00 27.00   

　　农业领域项目监管及绩效评价 27.00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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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2023年度单位预算情况说明2023年度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一、单位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3年度预算收入总计1,452.60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425.60万元，上年结

转27.00万元，比上年增加523.82万元 ，增加56.40%，主要原因是一是人员增加，

人员工资调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全部增加，二是财政年初批复的项目预算包含

上年结转的项目；本年单位预算支出总计1,452.60万元，其中：本年预算安排

1,425.60万元，上年结转27.00万元，比上年增加523.82万元，增加56.40%，主要原

因是一是人员增加，人员工资调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全部增加，二是财政年初

批复的项目预算包含上年结转的项目。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预算收入1,452.60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425.60万

元，占98.14%；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0.00万元，占0.0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

款收入0.00万元，占0.0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万元，占0.00%；单位资金

0.00万元，占0.00%；上年结转27.00万元，占1.86%。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支出预算1,452.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59.34万元，占59.16%；项目

支出593.26万元，占40.84%。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452.60万元。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52.6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00万元。

其中：当年拨款收入1,425.6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7.00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66.9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31万元、农林水支出1,301.30万元、住房

保障支出5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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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425.60万元,比上年增加496.82万元 ，增加

53.49%。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425.6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66.99万元，占4.70%；卫生健康支出29.31万元，占2.06%；农林水支出

1,274.30万元，占89.39%；住房保障支出55.00万元，占3.86%。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859.34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680.14万元，主要包括：离休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生活补助、基

本工资、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退休费、住房公积金、津贴补

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等；

公用经费179.20万元，主要包括：印刷费、邮电费、会议费、办公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办公设备购置、维修(护)费、福利费、其他交

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工会经费、差旅费、培训费、取暖费、水费等。

七、“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七、“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3年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10.00万元与2022年预算数相同。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同；公务接待费0.00万元与上年预

算数相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00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同；公务用车购置费0.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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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八、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2023年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79.2万元，比

2022年预算同口径增加5.53万元，增长3.19%,增加原因主要是单位在职人员增加。

九、政府采购情况九、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忻州市农业农村局部门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385.68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预算2.6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41.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341.5万元。

十、绩效管理情况十、绩效管理情况

1、绩效管理情况

2023年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3个，涉及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款593.26万元。

2、绩效目标情况（附表说明）

在实施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中，其他运转类资金较大的项目有推动重大政策落

实专项费用项目，以下是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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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单位聘用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5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单位聘用门房、保安及劳务派遣人员，缓解办公人员不足的情况，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项目资金性质属于一般性资金

。

立项依据 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与保安公司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

项目设立必要性
门房、保安人员承担核验单位出入人员身份的职责，是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同时，单位办公人员不足，工作
任务繁重，聘用劳务派遣人员对于维护单位的正常运转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签订的聘用合同，合同双方严格履行相关的责任及义务。

项目实施计划
门房、保安根据聘用合同约定开展进出单位人员的出入登记、身份核验、协调车辆停放等相关工作。劳务派遣人员根据
聘用合同约定开展综合性的办公辅助工作。单位则根据聘用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门房、保安及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

报酬。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单位将聘用2名门房、保安人员，维护单位的正常运行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单

位将聘用3名劳务派遣人员，缓解人员紧张的困境，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

2023年，单位将聘用2名门房、保安人员，维护单位的

正常运行与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单位将聘用3名劳务
派遣人员，缓解人员紧张的困境，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门房、保安人员数量 2人

数量指标

聘用门房、保安
人员数量

2人

聘用劳务派遣人员数量 3人
聘用劳务派遣人
员数量

3人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质量达

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人均聘用成本 33万/人/年 成本指标 人均聘用成本 33万/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机关正常

运转的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单位对聘用人员的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单位对聘用人员

的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侯永宪 联系电话： 13453043037 填报日期： 2023013117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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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法律顾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完成法律顾问的设立工作，建立工作制度，完善各类保障措施，开展法律顾问工作。项目资金性

质属于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市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忻政办发【2017】37号）（不涉密） 《忻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忻政办发电【2017】51号） 《法律顾问聘用合同》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促进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律建设之需要，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市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忻政办发【2017】37号）、《忻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通知》（忻政办发电【2017】5号）、签订的法律顾问聘用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完成法律顾问的设立工作，建立工作制度，完善各类保障措施，开展法律顾问工作。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按照法律顾问聘用合同约定，聘用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我我单位法律顾问，

为单位各项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2023年，按照法律顾问聘用合同约定，聘用山西云中律

师事务所律师为我我单位法律顾问，为单位各项工作提
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请法律顾问人数 1人 数量指标
聘请法律顾问人

数
1人

质量指标 聘用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质量指标
聘用人员资质达
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提供法律服务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提供法律服务及
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单位工作人员法治
素养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单位工作
人员法治素养的

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聘用单位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聘用单位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姜瑞芳 联系电话： 18735004347 填报日期： 202301311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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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及评审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57,000 年度资金总额： 557,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57,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57,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由市级组织专家对初步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和项目进行竣工验收，专家从省厅专家组中抽取，其劳务

费用由聘用单位支付，需要财政预算予以安排。

立项依据 山西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晋财农〔2022〕109号）（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项目初步设计方案评审和项目竣工验收的顺利完成。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加强对县级设计及验收工作的督导，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进度，采取通报批评方式督促各县按计划完成各项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3- 5月完成2021年项目竣工验收； 5-7月完成2023年项目评审； 10-12月完成2022年项目竣工验收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2021年20个和2022年15个共35个项目的验收工作，2023年9个项目设计

评审工作，项目完成时间到2023年12月底，验收和评审工作全部合格。

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2021年20个和2022年15个共35个

项目的验收工作，2023年9个项目设计评审工作，项目
完成时间到2023年12月底，验收和评审工作全部合格。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数量 35个

数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数

量
35个

项目设计评审数量 9个
项目设计评审数
量

9个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忻州市现代化农业
产业的发展，提高当地人

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的影响

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忻州市现
代化农业产业的

发展，提高当地
人民群众的收入

水平的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池振宁 联系电话： 13903508526 填报日期： 2023020217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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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完成省农业农村厅要求的千人1.5批次抽检任务，以及省级对市级多项考核要求，市级须开展本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定量监测，设立此项目。项目资金性质属于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关于开展2022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通知（晋农质监发〔2022〕4号）（不涉密） 山西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对设区市和省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方案》（晋食安办函〔
2022〕13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千人1.5批次）是食品安全定量监测的一部分，农业部门农产品抽检和市场监管部门是共同
对食品安全的全链条保驾护航，经了解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千人3.5批次抽检任务已得到市政府相关经费支持，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需相关经费支持才能开展。 该抽检任务已连续开展3年，接省厅的会议通知2023年还按照千人1.5批次的任
务量开展。 2021年和2022年食品安全考核明确市级需开展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抽检要
求，和省对市的各项考核要求，进一步做好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忻州市市级202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任务（千人1.5批次农产品定量监测抽检任务），包括监督抽查、例行
监测（风险监测）、专项抽检任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完成2023市级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任务（千人1.5批次农产品定量监测抽检任务）的

400批次任务量，有针对性地对高危品种开展监测，保障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完成2023市级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任务（千人
1.5批次农产品定量监测抽检任务）的400批次任务量，
有针对性地对高危品种开展监测，保障我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
监测数量

400批次 数量指标

市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定量监测数

量

400批次

质量指标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

监测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市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定量监测完

成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抽样以及检测成本 1000元/批次 成本指标 抽样以及检测成
本

1000元/批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我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我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杨小英 联系电话： 18634659815 填报日期： 2023013117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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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农业领域项目监管及绩效评价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7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7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270,000 省级财政资金 27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贯彻落实省委项目为王指导精神，推进全市农业建设项目落地，完成中央和省级农业投资项目建设任务，更好服务全市

农业农村建设，开展农业投资领域绩效评价工作。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农业相关
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2〕25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健全绩效管理常态化机制，切实增强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支出绩效意识，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农业投资
建设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建设程序和行为，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对全市范围内农业投资领域建设项目实施监督管理并对中央和省级各
类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评价。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中央和省市资金下达计划，同步推进调度项目的申报、储备、实施、监管、验收和绩效评价。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将开展以下两项工作任务：一、推动项目申报、储备、实施、验收；二、对不少于

1200万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市级财政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2023年，将开展以下两项工作任务：一、推动项目申报

、储备、实施、验收；二、对不少于1200万中央及省级
专项资金、市级财政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管覆盖率 ≥95% 数量指标 监管覆盖率 ≥95%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及项目建
设规范性

10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及项目建设规范

性

100%

时效指标 绩效评价工作的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绩效评价工作的
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及结
果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高行政运行
效率及结果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项目实施方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项目实施方满意

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刘宏伟 联系电话： 03503031869 填报日期： 2023022011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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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划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8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5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85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围绕提升忻州杂粮品牌影响力，借助新华网全球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融合“科技+传媒+产业”

发展理念，实施“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划，开展可信认证、可信故事、可信传播，多方位多角度提升
忻州杂粮知名度和影响力。

立项依据 《忻州市人民政府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实施“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划，借助新华网优势提升忻州杂粮品牌影响力、诚信度和美誉度，有效解
决“忻州杂粮营养好，在哪百姓不知道”、“其他城市居民想买优质杂粮买不到”、“农民土地中的杂粮不知道怎么卖

”等问题，带动杂粮企业增效、种植农户增收。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一是制定“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划具体方案，落实具体服务内容，明晰双方具体权责，细化实施时间

节点。二是组建工作专班，建立调度机制，统筹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三是细化绩效目标，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实施成效
。

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实施可信故事计划。设计开发忻州杂粮融媒体专题，策划制作优品故事会，挖掘打造品牌人物故事，举办忻州杂粮
线下专场推介会，组织参加全国性线上线下活动，全程通过新华云直播平台全网直播推广。二是实施可信传播计划。忻

州杂粮宣传内容通过新华网官方网站、客户端同步宣发，短视频内容通过溯源中国各平台官方内容矩阵全网宣发。忻州
杂粮专题在新华网溯源中国频道重点广告位展示。对全市举办的重大农产品营销活动，开展朋友圈定向广告、融媒体短
信定向推送、抖音视频信息流推广等手段，向大数据分析后的精准用户进行定向营销。三是实施可信认证计划。精选企

业入驻溯源中国·可信品牌管理云平台，平台提供产品管理、标识管理、品牌防伪、互动营销、溯源管理、数据分析、
区块链溯源等功能服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实施“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划，优选10家忻州农业企业入驻新华
网可信品牌管理云平台，制定“忻州杂粮”专题页并在新华网溯源中国频道展示，制作“杂
粮四季”、“优品故事会”、“忻州杂粮品牌人物故事”等短视频，在新华网溯源中国频道

、山西频道持续开展“忻州杂粮”品牌推广活动，组织参加线下活动推广，全面提升“忻州
杂粮”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以及企业产品销量，带动企业增效。

2023年，实施“溯源中国·忻州杂粮”可信品牌赋能计
划，优选10家忻州农业企业入驻新华网可信品牌管理云

平台，制定“忻州杂粮”专题页并在新华网溯源中国频
道展示，制作“杂粮四季”、“优品故事会”、“忻州
杂粮品牌人物故事”等短视频，在新华网溯源中国频道
、山西频道持续开展“忻州杂粮”品牌推广活动，组织

参加线下活动推广，全面提升“忻州杂粮”区域公用品
牌知名度以及企业产品销量，带动企业增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忻州杂粮融媒专题页面 1幅 数量指标
忻州杂粮融媒专

题页面
1幅

质量指标 宣传资料 质量达标率 ≥98% 质量指标
宣传资料质量达
标率

≥98%

时效指标 宣传内容发布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宣传内容发布及

时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提升忻州杂粮企业 销

售收入的影响程度
明显 经济效益指标

对提升忻州杂粮
企业销售收入的
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忻州杂粮知名度的

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忻州杂粮
知名度的影响程
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对忻州杂粮的认

可度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对忻州

杂粮的认可度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入驻溯源中国·可信品牌

管理云平台企业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驻溯源中国·
可信品牌管理云

平台企业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贾晓波 联系电话： 18935037667 填报日期： 2023020216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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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推动重大政策落实专项费用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5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好政策要取得好效果，关键在于实践层面的贯彻执行。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落实

乡村振兴责任制、建设数字乡村、市场主体倍增、一产高质量发展及“牛七羊八酒九粮十”等政策的精准落地，设立此
项目。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不涉密） 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忻州市
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忻政办发〔2020〕46号）。 忻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第一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忻政办发〔2021〕89号）。 市政府拟出台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倍增若干措
施。 市政府拟出台支持肉牛、羊、黄酒、杂粮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项目设立必要性
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确保政策落到实处，使农业领域企业和广大农民切实享受到政策的优惠，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把握政策政策导向；精准落实政策；监督检查政策落实；追责问责政策落实缺位、跑偏问题。

项目实施计划

（1）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推进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开展乡村振兴专题

调研，指导县级抓好落实，对乡村振兴有关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管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监督
（2）按照李市长安排，与山西农业大学共同推动落实我市数字乡村建设 （3）推动并落实市场主体倍增、一产高质量
发展及“牛七羊八酒九粮十”政策，对有关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管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监督
（4）推动乡村振兴项目的落实，调度，督导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将组织开展重大农业农村领域乡村振兴责任制、建设数字乡村、市场主体倍增、一
产高质量发展及“牛七羊八酒九粮十”等政策的落实工作，确保政策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

2023年，将组织开展重大农业农村领域乡村振兴责任制
、建设数字乡村、市场主体倍增、一产高质量发展及“
牛七羊八酒九粮十”等政策的落实工作，确保政策达到

预期的实施效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项目督导检查 ≥2次 数量指标
开展项目督导检

查
≥2次

质量指标 政策落实质量达标率 ≥90% 质量指标
政策落实质量达
标率 ≥90%

时效指标 政策落实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政策落实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 效果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落实乡村振兴责
任制

效果明显

对促进我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程度
明显

对促进我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政策受益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政策受益对象满

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刘宏伟 联系电话： 13935075562 填报日期： 2023013118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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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楼和离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室维修改造工程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工程由办公楼屋面防水和下水管道维修工程、离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室改造工程两部分组成。

立项依据 《忻州市离退休干部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试行）》忻市老干【2022】3号（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楼屋面防水因铺设年份较久，防水材料出现大面积空鼓、龟裂、破损等情况，致使四层、五层多
处出现大面积漏水情况，既不利于正常办公又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因我局办公楼卫生间下水管道老旧等原因，频
繁出现堵塞现象，致使多个卫生间不能正常使用，为解决下水管道堵塞和老化问题，提高办公楼服务水平满足正常办公

需要，特申请进行维修。 根据中共忻州市委组织部和中共忻州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印发《忻州市离退休干部基层党组织
规范化建设标准（试行）》忻市老干【2022】3号文件通知，按照第五章第十九条规范场所建设要求，特申请对离退休
党员活动室进行改造。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落实工程类项目政府集中采购政策、强化项目组织保障措施、项目安全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2月——2023年10月，完成屋面和下水管道维修工程、离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室改造工程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通过对办公楼屋面防水维修和下水管道维修，解决屋面漏水和下水管道老旧堵塞问

题，保障正常办公需要；通过对离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室改造，落实忻市老干{2022}3号文件
要求，保障离退休干部党员正常活动需要。

2023年，通过对办公楼屋面防水维修和下水管道维修，
解决屋面漏水和下水管道老旧堵塞问题，保障正常办公

需要；通过对离退休干部党员活动室改造，落实忻市老
干{2022}3号文件要求，保障离退休干部党员正常活动
需要。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工程项目面积 ≤1100㎡ 数量指标
维修改造工程项
目面积 ≤11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正常办公工作和离退
休党员正常活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正常办公工

作和离退休党员

正常活动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
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范晓军 联系电话： 13037013506 填报日期： 2023013116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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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网络运行维护费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0,000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本项目包含互联网接入业务、无线接入业务、网络维护技术服务及电子政务外网四项网络运行服务内容和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相关内容。信息网络的正常运行是单位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件，保障单位信息网络安全是信息网络运维工作
的重点支撑。项目资金性质属于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单位与网络服务供应商签订的网络服务协议、合同。 信息网络系统安全考核的要求。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单位信息网络的正常运转，保障单位信息网络安全，是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工作及时开展的必备要件。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与信息网络服务企业签订的合同，及时支付资金，保障单位信息网络的正常运转；根据单位网络安全实施细则及相
关管理制度，开展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信息网络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及时支付资金；建立和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印发网络安全工作责
任制实施办法或细则，加大人力物力保障力度。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按照签订的信息网络合同约定，严格履行相关权利及义务，及时支付资金；做好单
位信息网络安全的管理工作。

2023年，按照签订的信息网络合同约定，严格履行相关
权利及义务，及时支付资金；做好单位信息网络安全的
管理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护系统终端用户数 ≥1条 数量指标
维护系统终端用
户数

≥1条

质量指标 租赁线路网络稳定率 ≥95% 质量指标
租赁线路网络稳
定率

≥95%

时效指标 解决网络运维问题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解决网络运维问

题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保障单位正常

运转的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

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侯永宪 联系电话： 13453043037 填报日期： 20230131175100

-30-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单位预算公开报告



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49,502 年度资金总额： 49,50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502 市县（区）财政资金 49,502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单位遗属人员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设立此项目。

立项依据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遗属生活补助领取表及相关印证资料

项目设立必要性 对减轻单位遗属人员生活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忻州市委组织部审批的《已故离休干部无工作配偶生活困难补助费审批表》和《忻州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
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调整花名表》，发放遗属补助。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按照忻州市委组织部审批的我单位遗属人员补助标准，及时将补助发放到位，缓解遗属人员生活困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按照忻州市委组织部审批的我单位遗属人员补助标准，及时将补助发放到位，缓解
遗属人员生活困难。

2023年，按照忻州市委组织部审批的我单位遗属人员补

助标准，及时将补助发放到位，缓解遗属人员生活困难
。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遗属补助人员数量 5人 数量指标
发放遗属补助人

员数量
5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流程合规性 100%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流程合
规性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补助发放金额 49502元 成本指标 补助发放金额 49502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减轻遗属人员生活负担
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减轻遗属人员
生活负担的影响

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遗属人员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遗属人员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白建平 联系电话： 3031898 填报日期： 2023013118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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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驻村帮扶干部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属性 一次性项目（1年结束） 项目期 1年

项目资金
（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266,000 年度资金总额： 266,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66,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266,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保障驻村干部及选调生在基层锻炼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及选调生基层锻炼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设立此项目。项目资金性质属于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中共忻州市委组织部、忻州市财政局、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关心关爱驻村干部的通知（忻组通字〔2021
〕3号）（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驻村帮扶干部、选调生工作艰苦，交通不便，需要资金补助，方便工作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市文件补助标准和单位内部财务报销制度，结合县、乡提供的出勤证明，对驻村帮扶干部进行相应的补助。选调生
参照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的待遇予以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我单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共计3人，其中1人为驻县大队长，2人为工作队员。选调生9人（其中5名选调生，今年
下半年下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我单位将派驻3名工作队员和9名选调生下乡，提升个人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根据

单位财务报销管理制度，及时报销驻村帮扶干部和选调生的下乡补助。

2023年，我单位将派驻3名工作队员和9名选调生下乡，

提升个人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根据单位财务报销管理
制度，及时报销驻村帮扶干部和选调生的下乡补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村帮扶干部人数 3人

数量指标

驻村帮扶干部人

数
3人

基层锻炼选调生人数 9人
基层锻炼选调生
人数

9人

质量指标 报销材料真实性 、完整性 100% 质量指标
报销材料真实性
、完整性 100%

时效指标 报销补助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报销补助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人员经费补助标准 2.8万元/人/年 成本指标
人员经费补助标

准
2.8万元/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程
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乡村振兴
的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驻村干部 、选调生 满意
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驻村干部 、选调
生 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侯永宪 联系电话： 13453043037 填报日期： 2023013117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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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十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市农业农村局本级受市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管理服务中心

委托管理的车辆有4辆。

2、房屋情况：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和局属事业单位共同使用的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合

计3330.67㎡。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现有价值50万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合计价值0万

元；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合计价值0万元。

十二、其他说明十二、其他说明

（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没有制定本单位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二）其他

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2023年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2.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本级）2023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使用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33-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单位预算公开报告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

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

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省直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

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政府购买服务，是指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将国家机关属于自身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服务事

项，按照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交由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

和质量等情况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

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专指教育收费，包括目前在财政专户管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

培养费，党校收费，教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

七、单位资金：是指除政府预算资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资金，包括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

八、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

资金。

九、一般公共预算是指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

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

算。

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十二、财政拨款：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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