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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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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预算主要包括局机关预算、局属各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忻州市农业农村局预算的单位包括：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机关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忻州市农村经济经营发展服务中心

忻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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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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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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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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5.91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8.90 398.9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74.52 174.52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4,531.76 4,328.76 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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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5 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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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门预算报表2023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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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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5,217.52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5,426.435,426.43 5,217.525,217.52 208.91208.91

上年结转 208.91年终结转    

收入总计收入总计 5,426.435,426.43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5,426.435,426.43 5,217.525,217.52 208.912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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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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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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5,217.52 5,217.525,217.52         208.91208.91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91

20603 应用研究       5.91

20603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5.9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8.90 398.9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98.90 398.9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98.90 398.9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4.52 174.5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4.52 174.52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8.66 38.6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5.86 135.86      

213 农林水支出 4,328.76 4,328.76     203.00

21301 农业农村 4,260.86 4,260.86     203.00

2130101 行政运行 870.02 870.02      

2130104 事业运行 2,504.13 2,504.13      

2130108 病虫害控制 120.00 120.00     65.00

21301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0.00 40.00      

2130135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00

2130153 农田建设 55.70 55.70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671.01 671.01     137.00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67.90 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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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
出

67.90 67.9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15.35 315.3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15.35 315.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15.35 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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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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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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6.435,426.43 4,241.284,241.28 1,185.151,185.15

206 科学技术支出 5.91   5.915.91

20603 应用研究 5.91   5.915.91

2060399 其他应用研究支出 5.91  5.9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8.90 398.90398.9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98.90 398.90398.9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398.90 398.9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4.52 174.52174.5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4.52 174.52174.52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8.66 38.6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5.86 135.86  

213 农林水支出 4,531.76 3,352.523,352.52 1,179.241,179.24

21301 农业农村 4,463.86 3,352.523,352.52 1,111.341,111.34

2130101 行政运行 870.02 865.07 4.95

2130104 事业运行 2,504.13 2,487.45 16.68

2130108 病虫害控制 185.00  185.00

21301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40.00  40.00

2130135 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00  1.00

2130153 农田建设 55.70  55.70

21301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808.01  808.01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67.90   67.9067.9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
兴支出

67.90  67.9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15.35 315.35315.3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15.35 315.35315.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15.35 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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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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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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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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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 5.91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398.90 398.90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74.52 174.52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4,531.76 4,5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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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5 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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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5,217.52 本年支出合计本年支出合计 5,426.435,426.43 5,426.435,426.43     

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208.91年终结转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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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6.435,426.43 支出总计支出总计 5,426.435,426.43 5,426.435,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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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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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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525,217.52 4,241.284,241.28 976.24976.2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8.90 398.9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98.90 398.9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398.90 398.9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4.52 174.52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4.52 174.52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38.66 38.6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35.86 135.86  

213 农林水支出 4,328.76 3,352.52 976.24

21301 农业农村 4,260.86 3,352.52 908.34

2130101 行政运行 870.02 865.07 4.95

2130104 事业运行 2,504.13 2,487.45 16.68

2130108 病虫害控制 12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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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01  671.01

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67.90  67.90

2130599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
兴支出

67.90  67.9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15.35 315.35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315.35 315.35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315.35 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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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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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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1.284,241.28 3,751.993,751.99 489.29489.29

工资福利支出  3,547.26 3,547.26  

基本工资 工资奖金津补贴 277.87 277.87  

基本工资 工资福利支出 1,263.41 1,263.41  

津贴补贴 工资奖金津补贴 175.71 175.71  

津贴补贴 工资福利支出 115.31 115.31  

奖金 工资奖金津补贴 126.27 126.27  

绩效工资 工资福利支出 667.98 667.9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88.37 88.37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310.53 310.5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38.66 38.6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135.86 135.86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社会保障缴费 1.10 1.10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工资福利支出 26.17 26.17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72.92 72.92  

住房公积金 工资福利支出 242.43 242.43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4.68 4.68  

商品和服务支出  480.58  480.58

办公费 办公经费 17.80  17.80

办公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34.22  34.22

印刷费 办公经费 10.00  10.00

印刷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80  22.80

咨询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0  0.10

手续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0.10  0.10

水费 办公经费 2.00  2.00

水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1  1.01

电费 办公经费 4.00  4.00

电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5.20  5.20

邮电费 办公经费 2.00  2.00

邮电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0  1.70

取暖费 办公经费 31.02  31.02

取暖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9.53  9.53

物业管理费 办公经费 0.49  0.49

物业管理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9  2.29

差旅费 办公经费 18.00  18.00

差旅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37.03  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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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护)费 维修（护）费 1.50  1.50

维修(护)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00  11.00

租赁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0.72  0.72

会议费 会议费 5.00  5.00

培训费 培训费 15.00  15.00

培训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0  2.50

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 0.19  0.19

劳务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64  10.64

委托业务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0.20  0.20

工会经费 办公经费 5.50  5.50

工会经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23.54  23.54

福利费 办公经费 16.03  16.03

福利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68.67  68.67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00  10.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48  5.48

其他交通费用 办公经费 49.32  49.32

其他交通费用 商品和服务支出 23.00  23.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20  7.2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25.80  25.8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6.46 204.73 1.73

离休费 离退休费 21.28 21.28  

退休费 离退休费 179.99 179.99  

生活补助 社会福利和救助 3.46 3.46  

奖励金 社会福利和救助 0.63  0.63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10  1.10

资本性支出  6.98  6.98

办公设备购置 设备购置 0.70  0.70

办公设备购置 资本性支出（一） 6.28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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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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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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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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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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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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 0.19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5.48 15.48   

①公务用车购置费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48 15.48   

合计合计 15.67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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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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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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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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工作人员补助 5.60 5.60     

　　农业专项执法行动 15.00 15.00     

　　新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

3.00 3.00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数据维护及电
费

6.00 6.00     

　　对个人补助遗属补助 0.43 0.43     

　　三资专项整治及新型经营主体培
育等经费

80.00 80.00     

　　信息网络运维费 2.00 2.00     

　　农机化专项业务及农机安全生产
宣传、培训经费

15.00 15.00     

　　2023年单位遗属补助经费 5.43 5.43     

　　2023年保安服务费 6.00 6.00     

　　驻村帮扶干部补助经费 8.40 8.40     

　　中心办公楼电线更新、窗户更
换、自行车棚建设等基础设施维修改
造项目

20.00 20.00     

　　2023年特优农产品基地及农业标
准化体系创建专项经费

40.00 40.00     

　　2023“圳品”认定及创建“圳
品”基地专项经费

20.00 20.00     

　　2023一产专项工作经费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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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驻村干部补助经费 17.85 17.85     

　　2023年遗属补助 10.82 10.82     

　　“肉制品产业发展”项目经费 10.00 10.00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经费 120.00 120.00     

　　“雁门关农牧业交错带建设”项
目

10.00 10.00     

　　驻村帮扶干部补助经费 9.45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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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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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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1 2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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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110.00 110.00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2 64.00 64.00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1 46.00 46.00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69.91 69.91   

　　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3.91 3.91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 65.00 65.00   

　　2022年省级耕地质量监测资金 1.00 1.00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2.00 2.00   

　　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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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2023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2023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一、部门预算收支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3年度预算收入总计5,426.43万元，其中：本年收入5,217.52万元，上年结

转208.91万元，比上年增加913.66万元 ，增加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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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5,426.43万元，其中：本年预算安排

5,217.52万元，上年结转208.91万元，比上年增加913.66万元，增加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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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43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5,217.52万

元，占9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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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91万元，占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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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41.28万元，占

78.16%；项目支出1,185.15万元，占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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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43万元。收入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426.4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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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52万元，上年结转收入208.91万元。支出包括：科学技

术支出5.9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8.9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74.52万元、农

林水支出4,531.7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15.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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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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52万元,比上年增加704.75万元 ，增加

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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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7.52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398.90万元，占7.65%；卫生健康支出174.52万元，占3.34%；农林水支出

4,328.76万元，占82.97%；住房保障支出315.35万元，占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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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1.2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3,751.99万元，主要包括：离休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其他社会保

障缴费、绩效工资、生活补助、基本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奖

金、退休费、住房公积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津贴补贴等；

公用经费489.29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邮电费、会议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维修(护)

费、物业管理费、咨询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公务接

待费、培训费、工会经费、委托业务费、差旅费、奖励金、手续费、取暖费、水

费、劳务费、租赁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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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万元比2022年同口径减少 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以不超过2022年“三公”经费决算数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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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万元与

上年相比预算数减少0.0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48万元与上年相比预算数减

少0.5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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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部门2023年所属本级及参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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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77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预算90.9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93.92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394.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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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9个，涉及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款118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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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专项整治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经费项目、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能力提升项目、农作物病虫害防控项目、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经费项目，以下是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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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预算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部门基本
信息

部门名称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内设职能部门数 16个 所属预算单位数 5个

核定的人员编制数 232人

实际在职人员总数 284人

其中:在编人员数 284人

其他人员数 0人

部门职责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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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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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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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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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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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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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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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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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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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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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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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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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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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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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战略
目标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习和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及三次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全
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秉持“发展是硬道理、业绩是新担当、交账是军
令状”理念，落实“负责任、动脑筋、讲良心”要求，走绿色生态转型发展之路，打特色优质数字经济品牌，高站位
部署，精准化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年度
预算情况

按资金来源划分 资金总额（万元） 按资金方向划分 资金总额（万元）

合 计 5426.43 合 计 5426.4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426.43 其中:基本支出 4241.28

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 0.00 项目支出 1185.1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0.00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资金 0.00

专户管理资金 0.00

单位资金 0.00

年度重点
任务

核心职能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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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 一是做强杂粮食品产业集群 。 建基
地、扩展 产 业规模。 兴科技、提高种植效益；定标准、提升产
品档次；促流通、创建市场平台。二是做大中药材产业集群。三
是做优肉制品产业集群。四是做响饮品（药茶）产业集群，做活
功能食品（保健品）产业集群，做大中药材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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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加快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深入推进省级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两个整市试
点平台建设，开展省级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试点和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平台两个整市试点（我市为全省唯一整市试点），从制度
机制上规范农村资产管理。

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
。

实施生态安全农业工程。一是推进化学物质投入减量。二是提升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抓好秸秆的“四化”利用。三是抓好
畜禽粪污的无害化处理与利用，鼓励引导残留农膜回收。四是开
展农业环境综合治理。五是抓好农业安全生产。六是强化农业综
合执法。

年度绩效
目标

实现两稳两增，稳定我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粮食产量，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确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
增长。

年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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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种植面积 ≥643.3万亩

粮食产量 ≥40亿斤

质量指标
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7%

一产增加值增速 6%

时效指标
考核指标完成的及时性 及时

培训任务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预算支出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6.5%

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提升
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我市特优农产品品牌
效益的影响程度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对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

影响程度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推进第一产业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程度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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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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2023年部门预算公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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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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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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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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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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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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专项执法行动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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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我单位为巩固贺扩大农业行政执法改革成果，推动行政执法制度落实提档升级，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种

权保护、农资质量、等重点领域，强化违法案件查处的力度，我市开展开展'金秋护农”农机专项执法行动、《山西渔
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保春耕专项行动。根据执法改革需求，执法领域的拓宽，执法人员素质提升，进行执法人员
素质提升，需要通过组织培训、学习交流等形式加强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严厉打

击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切实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为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开展下乡进村普
法，普及农资识假辩假常识，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普法宣传周期活动。

立项依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晋农垦渔发【2022】1号【84号】等文件、晋农办法办【2022】11号忻农办发【2022】5号、晋农种
业发【2022】206号忻农办发【2022】22号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2年农业执法工作提质增效专项督导行动
”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确保全市人民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畜禽屠宰、等开展'金秋护农”农机专项执法行动、《山西渔政亮剑》专项执法
行动、保春耕专项行动。进行普法宣传周期活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突出重点环节执法，突出重点领域执法，强化重大案件查处确保各项专项执法行动.

项目实施计划 保春耕专项行动、开展'金秋护农”农机专项执法行动、《山西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进行普法宣传周期活动。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在3月15日开始一个月春季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种权保护、农资质量、等重
点区和13县强化违法案件查处的力度，保春耕专项执法行动。9月份开始为期一个月我市开

展开展‘金秋护农”农机专项执法行动、《山西渔政亮剑》专项执法行动，进行普法宣传周
期活动。需要差旅费2.5万元，租车费1万元，印刷品4.5万元，会议培训6万，办公费1万元
共计15万元。

2023年度完项目实施任务，执法提升60人培训4天，标
准280元／人／天，宣传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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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培训次数 1次

数量指标

会议培训次数 1次

培训人数 60人 专项执法 1个

专项执法 1个 培训人数 60人

质量指标 专项执法行动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专项执法行动完

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各项任务完成时限 1年 时效指标
各项任务完成时
限

1年

成本指标

会议培训补助 280元/人/天

成本指标

专项经费差旅费 60元/人

专项经费差旅费 60元/人 会议培训补助 280元/人/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市各类农资违法违规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市各类农资
违法违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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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员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农民对专项执法
满意度

≥90%

农民对专项执法满意度 ≥90% 培训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张文秀 联系电话： 13835093999 填报日期： 2022102616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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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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1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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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46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460,000 省级财政资金 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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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执法装备能够满足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等执法工作需求。开展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

动，配备优质装备，增强执法技术手段，提升综合执法实力。

立项依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装备配备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完善执法装备，保障执法条件进一步提升执法能力，保证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省级下发关于配备的标准实施，执法装备金额标准及采购按照资产配置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配强配优装备及配备响应设施要求，预计采购执法装备、修缮办公用房。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在期限内完成实施计划，按流程完成执法装备的采购办公设备购置16.8万
元，办公用房修缮17.8万元.

2023年度我单位在期限内完成实施计划，按流程完成执

法装备的采购办公设备购置16.8万元，办公用房修缮
1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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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缮办公用房数量 2个 数量指标
修缮办公用房数

量
2个

质量指标 修缮办公场所合格率 ≥95% 质量指标
修缮办公场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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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场所改造综合利用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
办公场所改造综
合利用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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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员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张文秀 联系电话： 13835093999 填报日期： 2023022117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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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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2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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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4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640,000 省级财政资金 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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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持市县两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配优配强执法装备，增强执法技术手段，提升

综合执法实力，该笔经费可用于采购执法装备及配备配套设施、开展执法技能比武和大练兵活动。

立项依据
1、《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装备配备的通知》（晋农法发〔2021〕6号） 2、农业农村部
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项目设立必要性 根据文件要求，保障农业行政执法装备建设的投入，优先配备基层一线执法，着力提升执法能力。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关于印发《“三重一大”议事规则实施细则》的通知（忻农执法发〔2021〕4号〕） 2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财务管理制度 3、忻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2-2023年集中采

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忻财购〔2022〕2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度我单位根据执法改革需求，按照配强配优装备及配备响应设施要求，预计采购执法专用装备44万元，开展执

法人员培训、技能大比拼等活动提升执法人员执法能力。6月份开展忻州市内14个区，县执法人员从农资执法、渔政执
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畜牧领域执法等方面入手，通过请专家培训，培训4天，培训人员60人，执行标准280元，
共计6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期限内完成实施计划，按流程完成执法装备的采购、专用设备44万元，及执
法人员培训4天，培训人员60人，执行标准280元，共计6万元培训业务素质的提高。

2023年度我单位期限内完成实施计划，按流程完成执法

装备的采购、专用设备58万元，及执法人员培训4天，
培训人员60人，执行标准280元，共计6万元培训业务素
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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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执法培训 1次

数量指标

培训（会议）天
数

≥4天

培训（参会）人
数

≥60人

提升执法培训 1次

质量指标 执法人员素质 提升 质量指标 执法人员素质 提高100%

时效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95%

成本指标 单位培训（会议）成本 ≤280元/人 成本指标 单位培训（会
议）成本

≤280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农资市场保驾护航，让
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提升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农资市场保驾
护航，让农民用

上放心农资

提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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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参会）人员满意度 ≥9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培训（参会）人

员满意度
≥98%

负责人： 经办人： 张文秀 联系电话： 13835093999 填报日期： 202302210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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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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工作人员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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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 年度资金总额：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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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6,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3年我单位职工孟德泽是驻村工作队员，白建忠.振兴乡村人员。

立项依据 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下乡驻村工作队员差旅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驻村村委会出具考勤统计表

项目实施计划 搞好乡村建设保障服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职工孟德泽是驻村队员，白建忠.振兴乡村人员。按照标准，由村提供驻村

天数计算差旅费100元／日／天。确保驻村队员每月按时驻村，完成驻村工作任务，确保驻
村满意度90％。

2023年完成100％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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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队员 2名 数量指标 驻村队员 2名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100%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人员年
度考核

100%

时效指标 驻村人员工作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驻村人员工作时
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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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水平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乡村振兴发展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乡村振兴发展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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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张文秀 联系电话： 13835093999 填报日期： 2022102518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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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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个人补助遗属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村经济经营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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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8 年度资金总额： 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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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8 市县（区）财政资金 4,30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单位职工张俊文母亲韩玉婵享受遗属补助.

立项依据 遗属发放政策.

项目设立必要性 确保遗属人员·生活保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确保遗属补助按时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1人补助助359元／月.共计4308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年底发放，确保职工家属生活保障支付遗属补助359元／月.共计4308元。 2023年度100％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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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属人员 1人 数量指标 遗属人员 1人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度 100%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度 10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时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时

成本指标 遗属成本 359元/月 成本指标 遗属成本 359元/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稳定性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遗属人员生活水平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遗属人员生活水
平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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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属补助人员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遗属补助人员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郭红兵 联系电话： 13283600758 填报日期： 202301301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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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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数据维护及电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村经济经营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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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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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3年度，我单位规范在承包地管理日常工作中产生、使用和保管数据,包括承包地权属数据、地理信息数据和其他相

关数据，对市级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维护更新，保证数据安全。

立项依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政改〔2020〕8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农村地承包数据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工作按照统一部署、分级管理的原则组织实施。第六
条，农村土地承包数据保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数据安全和保密管理的规定和要求,配备数据存储和管理等必要的软
硬件设施并做好相关运行维护。机房属于涉密机房，是否正常运转市级受省级实时监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执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地承包数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政改〔2020〕8号规定的农村土地承
包数据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保证农村土地承包数据机房正常运转，每年机房电费3万元，专用设备维护2万元，与省级和14个县（市、区）连接的

移动公司内网（涉密）专线每年需1万元。共计6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目标是机房的维护情况质量指标机房全年正常工作率100％，考察机房全
年正常工作的情况时效指标机房内监测设备正常运转率（％）=100％考察机房内监测设备正
常运转情况，土地确权机房运行需要的成本效益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指标数据上报率100％。考察土地确权系统数据上报情况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人
员满意度为99％，考察15县市人员的满意情况保证农村土地承包数据机房正常运转，每年机
房电费3万元，专用设备维护2万元，与省级和14个县（市、区）连接的移动公司内网（涉
密）专线每年需1万元。共计6万元。

进一步强化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的规范管理,促进相关数
据的有效利用与合理应用,提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信息

化管理水平,逐渐实现信息平台互联互通。2023年底完
成项目实施计划，确保办公购置等任务完成。机房设备
正常运转，数据安全。能通过专用网络正常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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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维专用设备数量 1台（套） 数量指标
运维专用设备数
量

1台（套）

质量指标 设备故障修复处理时间 ≤70小时 质量指标
设备故障修复处
理时间 ≤70小时

时效指标 专用设备运维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专用设备运维时
间

1年

成本指标

单位运维电话费 ≥1万元

成本指标

单位运维电话费 ≥1万元

单位运维电费 ≥3万元 单位运维电费 ≥3万元

设备维护 ≥2万元 设备维护 ≥2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正常运转保障度提高
社会稳定 保障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正常运转保

障度提高社会稳
定

保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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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员满意度 ≥99%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99%

负责人： 经办人： 郭红兵 联系电话： 13283600758 填报日期： 202210251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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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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村经济经营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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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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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3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3年度我单位加大指导力度，开展专题培训，加强试点风险防范，建立重大问题研究解决和信访处置机制，实行分
级负责，及时妥善处理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农村
土地承包仲裁员农业行业职业技能标准（试行）》，探索建立仲裁员等级评价制度，加强仲裁程序、文书、场所等规范
化建设。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行了明确要求。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化解机

制，维护农户合法权益，

立项依据
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通知》（晋农办政改发
[2022]246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了公正、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仲裁工作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每年省级要对各市级仲裁情况进行考核排队。经费是其中考核打分的一项。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的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

分工，支持有关调解组织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印发宣传资料，印刷费1万元，培训费1.5万元，差旅费0.5万元.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度我单位，充分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属地管理，层层压实责任，切实做好纠纷矛盾化解工作。充分调动乡村的力量，对本行

政区内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建立完善台账，依据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通过乡
村调解、县级仲裁、司法保障的途径妥善加以解决。 印发宣传资料，印刷费1万元，培训
费1.5万元，差旅费0.5万元.

2023年度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完成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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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
训次数

1次

数量指标

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培训次数

1次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
训人数

≥60人
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培训人数

≥60人

质量指标 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培训
合格率

≥95% 质量指标 土地承包纠纷调
解仲培训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

训完成时限
1年 时效指标

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培训完成

时限

1年

成本指标
项目差旅费 60元/人/天

成本指标
项目差旅费 60元/人/天

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训标准 280元/人/天
承包经营纠纷调
解培训标准 280元/人/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土地纠纷认识提高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土地纠纷认

识提高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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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人员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培训人员 ≥90%

负责人： 经办人： 郭红兵 联系电话： 13283600758 填报日期： 202210251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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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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保安服务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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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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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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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保安人员，申请财政解决6万元保安服务费用。

立项依据 保安服务合同

项目设立必要性 单位需要2名保安来保障办公楼的安保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双方签订了保安服务合同，按照合同内容各自履行职责和义务。

项目实施计划
双方签订了保安服务合同，按照合同内容各自履行职责和义务。双方按合同约定执行，甲方按季支付乙方保安人员服务
费用，乙方提供保安服务，暂签订为期1年的合同。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配备安保人员2名，负责办公楼安保工作，服务成本控制在6万元以内，做到安全隐患排查及
时，安全事故发生0次，保证机构运行正常，公共场所整洁，群众满意，项目实施期间严格
按照保安合同及项目要求执行，预计项目绩效执行率在90％以上。执行标准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及省市具体规定，坚持厉行勤俭节约的基本原则执行，经费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项目资金按照预算计划，对项目资金按项目单独核算实行专款专用、专人负责，强化监管。
在预算执行期内圆满完成实施期内绩效目标资金执行过程中，支出依据合规，不浪费、无虚
列项目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标准开支、无超预算开支，严格按照项目资金实际使用

情况，在安全性、规范性及有效性方面进行了合理安排，包括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
据等均按照国家规定签订有效合同，合规合法。

配备安保人员2名，负责办公楼安保工作，服务成本控
制在6万元以内，做到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安全事故发
生0次，保证机构运行正常，公共场所整洁，群众满

意，项目实施期间严格按照保安合同及项目要求执行，
预计项目绩效执行率在90％以上。执行标准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具体规定，坚持厉行勤俭节约的
基本原则执行，经费控制在预算范围内，项目资金按照

预算计划，对项目资金按项目单独核算实行专款专用、
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在预算执行期内圆满完成实施期
内绩效目标资金执行过程中，支出依据合规，不浪费、

无虚列项目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标准开支、无
超预算开支，严格按照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在安全
性、规范性及有效性方面进行了合理安排，包括支付标
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等均按照国家规定签订有效合

同，合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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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安保人员配备到位数 2人 数量指标
日常安保人员配

备到位数
2人

质量指标 公共场所整洁率 ≥90% 质量指标 公共场所整洁率 ≥90%

时效指标 问题隐患排查及时性（%） ≥90% 时效指标
问题隐患排查及
时性（%）

≥90%

成本指标
保安服务费每月每人行业

成本标准
≤2500元 成本指标

保安服务费每月
每人行业成本标

准

≤25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安全隐患排查率（%）产生
的经济效益指标提升率 ≥95% 经济效益指标

安全隐患排查率

（%）产生的经济
效益指标提升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运营正常率产生的社
会效益指标提升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运营正常率

产生的社会效益
指标提升率

≥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加强安保对单位正常运行

的可持续影响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加强安保对单位
正常运行的可持

续影响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提升率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提升
率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邢俊万 联系电话： 13994476878 填报日期： 2023020210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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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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单位遗属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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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0 年度资金总额： 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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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54,3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从2023年开始，根据财政局要求将遗属补助经费以独立项目申报。

立项依据 遗属补助相关政策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证遗属人员补助的发放。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遗属补助相关制度、措施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遗属补助领取表中的补助金额按月发放。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我单位有遗属人员5名，每月遗属补助3325元，按月发放。每年遗属采暖补贴14400元，一

次性发放。合计54300元，项目资金全部用于遗属补助经费，专款专用。保证在项目执行期
内圆满完成绩效目标。

我单位有遗属人员5名，每月遗属补助3325元，按月发
放。每年遗属采暖补贴14400元，一次性发放。合计
54300元，项目资金全部用于遗属补助经费，专款专用

。保证在项目执行期内圆满完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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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人数 5人 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 5人

质量指标
遗属人员日常的基本生活
质量保障率

≥95% 质量指标

遗属人员日常的

基本生活质量保

障率

≥95%

时效指标 发放补助及时率 ≥95% 时效指标 发放补助及时率 ≥95%

成本指标

每月人均补助成本 ≤665元

成本指标

每月人均补助成
本

≤665元

年人均采暖费标准 ≤2880元 年人均采暖费标
准

≤288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遗属人员产生的社会效
益

≥95% 社会效益指标
对遗属人员产生
的社会效益

≥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遗属人员造成的可持续

影响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遗属人员造成

的可持续影响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遗属人员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遗属人员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邢俊万 联系电话： 13994476878 填报日期： 2023012919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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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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网络运维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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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网络办公2023年需运维费约2万元。我单位网络与中国电信签订合同，每年费用包括财政内网、办公网费、WiFi网

络费用以及升级维修维护等费用。

立项依据
我单位网络与中国电信签订的合同。由于我办公楼网络与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共用，网络费用全部由我单位申报并
承担。所以，日常网络运维费是我单位日常办公的重要项目支出。

项目设立必要性 网络信息化可提高办公效率，是实现办公现代化的关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运维费专款专用于日常网络办公。

项目实施计划 专款专用于日常网络办公运行和维护。通过网络信息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该项目主要用于日常网络运行维护。由于我办公楼网络与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共用，网
络费用全部由我单位申报并承担。所以，日常网络运维费是我单位日常办公的重要项目支出

。我单位网络每年与中国电信签订合同，每年所需费用约2万元，主要包括财政内网、办公
网费、WiFi网络费用以及升级维修维护等费用，全部用于支付中心网络通讯服务费、中心网
络设备耗材费。通过网络信息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资金执行过程中，支出依

据合规，不浪费、无虚列项目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标准开支、无超预算开支，严格
按照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在安全性、规范性及有效性方面进行了合理安排，包括支付标
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等均按照国家规定签订有效合同，合规合法、实际支出与预算相符
。本项目2预计在2023年保障项目实施完成率在95％以上。本项目采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制，设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相关工作、项目实施及资金管理，制定出项目管理
制度。按照单位工作重点开展工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具体规定，坚持厉行勤俭
节约的基本原则，经费控制在预算范围内，项目资金按照预算计划，对项目资金按项目单独

核算实行专款专用、专人负责，强化监管。项目费专款专用，保证此项目在实施期内完成绩
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用于日常网络运行维护。由于我办公楼网络
与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共用，网络费用全部由我单

位申报并承担。所以，日常网络运维费是我单位日常办
公的重要项目支出。我单位网络每年与中国电信签订合
同，每年所需费用约2万元，主要包括财政内网、办公
网费、WiFi网络费用以及升级维修维护等费用，全部用

于支付中心网络通讯服务费、中心网络设备耗材费。通
过网络信息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资金执
行过程中，支出依据合规，不浪费、无虚列项目支出、

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标准开支、无超预算开支，严格
按照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在安全性、规范性及有效
性方面进行了合理安排，包括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
付依据等均按照国家规定签订有效合同，合规合法、实

际支出与预算相符。本项目2预计在2023年保障项目实
施完成率在95％以上。本项目采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制，设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相关工作、项

目实施及资金管理，制定出项目管理制度。按照单位工
作重点开展工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具体规
定，坚持厉行勤俭节约的基本原则，经费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项目资金按照预算计划，对项目资金按项目单独

核算实行专款专用、专人负责，强化监管。项目费专款
专用，保证此项目在实施期内完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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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数量 ≥1个 数量指标
维护系统（软
件）数量

≥1个

质量指标
核心系统连续提供服务能

力时长（时/天）
24小时/天 质量指标

核心系统连续提

供服务能力时长
24小时/天

时效指标 系统故障响应及时性 及时 时效指标
系统故障响应及

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成本执行率 ≥9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成本执
行率 ≥95%

信息化维护运维经费占比
（%）

≥98% 信息化维护运维
经费占比（%）

≥9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办公经费节省数（万元） ≥1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办公经费节省数
（万元）

≥1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网络运维费照成的社会效

应
≥95% 社会效益指标

网络运维费照成

的社会效应
≥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日常工作的持续影响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日常工作的持

续影响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使用者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邢俊万 联系电话： 13994476878 填报日期： 2022110210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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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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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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0 年度资金总额：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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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84,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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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下发[忻组通字﹝2021﹞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关心
关爱驻村干部的通知》。近期对基层日常工作调研抽查发现，有的县市区对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关心不足，支持不
够，甚至不能按时、按要求向驻村干部足额发放工作补贴。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及时发放应发补
助。为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通知事项有三点：一、按要求足额发放工作补助（经费）；二、切实加强关心关爱；三

、净化强化政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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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下发[忻组通字﹝2021﹞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关心
关爱驻村干部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近期对基层日常工作调研抽查发现，有的县市区对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关心不足，支持不够，甚至不能按时、按要求
向驻村干部足额发放工作补贴。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及时发放应发补助。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为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通知事项有三点：一、按要求足额发放工作补助（经费）；二、切实加强关心关爱；三、净
化强化政治激励。

项目实施计划

市派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一是按照《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2017创新落实财政政策 全力保障脱贫攻
坚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忻政发﹝2017﹞28号）要求，落实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每人每年15000元；二是按照《忻

州市财政局、中共忻州市委组织部、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增发市直驻村帮扶干部交通补助的通知》补助每人每年
3000元；三是按照《忻州市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做好驻
村帮扶工作的通知》（忻驻村帮扶办﹝2020﹞4号）要求，各派出单位为驻村干部每人每年增加2000元专项经费。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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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下发【忻组通字﹝2021﹞
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关心关爱驻村干部的通知》。近期对基层日常工作调研抽查发现，
有的县市区对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关心不足，支持不够，甚至不能按时、按要求向驻村干

部足额发放工作补贴。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及时发放应发补助。为贯
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通知事项有三点：一、按要求足额发放工作补助（经费）；二、切实
加强关心关爱；三、净化强化政治激励。市派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一是按照《忻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2017创新落实财政政策 全力保障脱贫攻坚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
》（忻政发﹝2017﹞28号）要求，落实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每人每年15000元；二是按照
《忻州市财政局、中共忻州市委组织部、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增发市直驻村帮扶干部
交通补助的通知》补助每人每年3000元；三是按照《忻州市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联席

会议办公室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做好驻村帮扶工作的通知》（忻驻村帮扶
办﹝2020﹞4号）要求，各派出单位为驻村干部每人每年增加2000元专项经费。按照年初预
算有计划的完成工作，支付及时，达到预定支付进度，为促进乡村振兴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忻州市委组织部、忻州市财政局、忻州市扶贫开发
办公室联合下发【忻组通字﹝2021﹞3号】文件《关于

进一步关心关爱驻村干部的通知》。近期对基层日常工
作调研抽查发现，有的县市区对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关心不足，支持不够，甚至不能按时、按要求向驻村干
部足额发放工作补贴。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及时发放应发补助。为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
神，通知事项有三点：一、按要求足额发放工作补助
（经费）；二、切实加强关心关爱；三、净化强化政治

激励。市派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一是按照《忻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忻州市2017创新落实财政政策
全力保障脱贫攻坚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忻政发﹝
2017﹞28号）要求，落实驻村工作队员补助经费每人每

年15000元；二是按照《忻州市财政局、中共忻州市委
组织部、忻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增发市直驻村帮扶
干部交通补助的通知》补助每人每年3000元；三是按照

《忻州市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做好驻村帮扶工
作的通知》（忻驻村帮扶办﹝2020﹞4号）要求，各派
出单位为驻村干部每人每年增加2000元专项经费。按照

年初预算有计划的完成工作，支付及时，达到预定支付
进度，为促进乡村振兴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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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人

数
≤3人 数量指标

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人数
≤3人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指标提升率 ≥9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指标提
升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9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95%

成本指标 预算指标成本控制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指标成本控
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带来的经济

效益提升率
≥95% 经济效益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带
来的经济效益提
升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社会效益提

升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社

会效益提升率
≥95%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可持续影响

率
≥95% 可持续影响指标

驻村帮扶项目可

持续影响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程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群众满意程
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王磊 联系电话： 13835069172 填报日期： 2023020212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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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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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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0 年度资金总额： 39,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9,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9,1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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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转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专项经费3.91万元；

立项依据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晋科发2021-98号 《关于下达2022年三区科技
人才支持计划中央资金的通知》晋财教2022-51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强化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乡村脱贫致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指引（试行）》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池吉平、孙守恭、贾爱儒、武世英、高伟继续完成2022年签订的人才服务协议，完成科技局
安排的相关扶持任务。

池吉平、孙守恭、贾爱儒、武世英、高伟继续完成2022

年签订的人才服务协议，完成科技局安排的相关扶持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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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特派员人数 5人 数量指标 科技特派员人数 5人

质量指标 完成扶持协议率 100% 质量指标 完成扶持协议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年内

成本指标 差率费补助 90元 成本指标 差率费补助 9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农民收入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农民收入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农民种养技术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农民种养技
术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改善农村生态 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改善农村生
态

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助力乡村振兴 持续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助力乡村振兴 持续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基层单位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基层单位满

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于伟 联系电话： 13935032333 填报日期： 202302201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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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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省级耕地质量监测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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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10,000 省级财政资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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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强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工作，规范监测方法，保证三区四情监测点正常运行。调查按要求由技术员对田间生

产情况、施肥明细、作物生产情况及土壤理化性状进行记录，及时客观记载相关信息。监测数据会商论证分析。

立项依据 （三区四情1万元）关于下达2022年农田建设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晋农计财发[2022]14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关于印发《山西省2022年省级耕地质量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农耕发〔2022〕13号)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印发《山西省2022年省级耕地质量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农耕发〔2022〕13号)

项目实施计划
调查按要求由技术员对田间生产情况、施肥明细、作物生产情况及土壤理化性状进行记录，及时客观记载相关信息。监
测数据会商论证分析。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调查按要求由技术员对田间生产情况、施肥明细、作物生产情况及土壤理化性状进行记录，

及时客观记载相关信息。监测数据会商论证分析。
100％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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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证会召开次数 ≥1次 数量指标 论证会召开次数 ≥1次

质量指标 数据分析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数据分析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成本指标 专家论证费 ≥500元 成本指标 专家论证费 ≥5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民收入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耕地质量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耕地质量提升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测评人员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测评人员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赵建华 联系电话： 15110502983 填报日期： 2023022110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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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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特优农产品基地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创建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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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为进一步建立忻州市农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完善我市农业领域市级地方标准工作，逐步建立健全我
市农业标准体系，并对已有农业地方标准进行归口与实施监督。数量指标:2023年计划制（修）订农业市级地方标准5
项以上，到“十四五”末，现行有效的市级农业地方标准达到100项以上。 “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创建数量指

标:全市2023年，计划创建“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1个，2022年“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已创建8个。到“十四五
”末，“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达到10个以上。 创建功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功能农产品我们忻州市农产品品
种丰富、品质优良，功能独特，这就是忻州农业的“特”和“优”。我市开发功能农产品，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切实行动。总体目标:发展功能农产品（食品）产业集群。开发食药同源性产品、功能性油脂、功能性杂粮、功能
性林果等特色功能食品产业,建设功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个以上，推动我市功能农产品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

立项依据
忻政办发〔2020〕10号《关于印发忻州市全面推进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李市长第170号批示 中共忻

州市委、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忻市发[2020]12号） 非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农业标准化，就是运用现代农业的理念和标准化工作方法，以保障农产品安全、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量、打造地方品牌
为目标，以推广和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手段，达到产地环境无害化、基地建设规模化、
生产过程规范化、质量控制制度化、产品流通品牌化，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市场增值的良好效果。
？ 创建国家级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是新时期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是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讲话精神，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的主抓手，近2年，我市创建国家级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发展迅速。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指出,山西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打好特色优势牌,要立足优势,
扬长避短,突出“特”字,发展现代特色农业。2020年5月，时隔三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西视察，强调说：

“山西山多地多、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要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我们忻州市农产品品种丰富、品质优良，功能独特，这就是
忻州农业的“特”和“优”。我市开发功能农产品，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切实行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忻州市功能农产品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方案 功能农产品产业集群发展领导小组 忻州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中绿基[2020]149号）、《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管理办法（试

行）》中绿基〔2020〕147号、《全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建设办法》中绿基〔2020〕148
号？忻州市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产业集群发展指南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计划制（修）订农业市级地方标准5项以上，到“十四五”末，现行有效的市级农业地方标准达到120项。？全
市2023年，计划创建“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1个，“国字号”原料标准化基地达到9个。？建设功能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基地10个以上，推动我市功能农产品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发展功能农产品（食品）产业集群。开发食药同源性产品、功能性油脂、功能性杂粮、功能
性林果等特色功能食品产业,建设功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个以上，推动我市功能农产

品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对全市14个县（市、区）开展资源普查和质量评价。并委托第三
方机构进行产地环境和产品进行检测评价。

2023年实施建设标准化基地1个，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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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字号原料标准创建数 1个

数量指标

国字号原料标准
创建数

1个

修订标准数量 ≥5项 修订标准数量 ≥5项

功能农产品创建数量 ≥10个
功能农产品创建

数量
≥10个

质量指标 标准创建合格率 ≥80% 质量指标 标准创建合格率 ≥8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成本指标

创建国字号原料基地平均

费用
≤10万/个

成本指标

创建国字号原料

基地平均费用
≤10万/个

标准修订平均费用 ≤2万/个
标准修订平均费
用

≤2万/个

创建功能农产品基地平均

支出费用
≤2万/个

创建功能农产品
基地平均支出费

用

≤2万/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产品销售额 提升 经济效益指标 农产品销售额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特优农业标准化应用率 提高5% 社会效益指标 特优农业标准化
应用率

提高5%

生态效益指标 特优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 ≥5% 生态效益指标
特优农产品生产

成本下降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特优农产品示范带动性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特优农产品示范

带动性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功能区种植户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功能区种植户满
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张兴发 联系电话： 18634613115 填报日期： 2022122311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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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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遗属补助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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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88 年度资金总额： 10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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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88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8,188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令狐如意、戎军、冯改枝、张凤花、温玉莲、王喜灯、杨涛、魏彩霞、白瑞珍、李林鱼、李福云共11人

立项依据 遗属补助发放政策

项目设立必要性 保障遗属的基本生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人头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令狐如意、戎军、冯改枝、张凤花、温玉莲、王喜灯、杨涛、魏彩霞、白瑞珍、李林鱼、李福云共11人全年补助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令狐如意、戎军、冯改枝、张凤花、温玉莲、王喜灯、杨涛、魏彩霞、白瑞珍、李林鱼、李

福云恭11人补助经费按时发放
2023年度100％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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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人数 11人 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 11人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度 100%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度 100%

时效指标 发放时效 按时发放 时效指标 发放时效 按时发放

成本指标

采暖补助 30800元

成本指标

采暖补助 30800元

每月补助金额 6449元 每月补助金额 6449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遗属生活 保障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遗属生活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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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属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遗属满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于伟 联系电话： 8651020 填报日期： 202301311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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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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一产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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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市一产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开展全市一产项目的征
集筛选、论证汇总和统筹推进工作；全面分析评估第一产业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协调解决第一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跨部门的重大问题；部署推进一产高质量发展重点事项；研究其他需要认定的事项。

立项依据 《关于落实山西省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考核办法的通知》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一产高质量高速度发展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理顺全市项目建设产业
发展体制机制的意见》，加强对一产高质量发展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及时解决一产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为全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市政府决定建立一产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领导组管理模式

项目实施计划 按时按需召开会议，提供一产高质量发展相关指标资料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按时按需召开会议，拟定每季度一次，提供一产高质量发展相关指标资料。 2023年度按照项目实施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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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次数 ≥4次 数量指标 会议召开次数 ≥4次

质量指标 一产任务推进率 ≥90% 质量指标 一产任务推进率 ≥9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成本指标 每个产业支出资金 ≤1万元/个 成本指标
每个产业支出资

金
≤1万元/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一产投入增长率 ≥0.5% 经济效益指标 一产投入增长率 ≥0.5%

社会效益指标 一产发展提升率 ≥1% 社会效益指标 一产发展提升率 ≥1%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一产发展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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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部门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相关部门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王晓金 联系电话： 13111100819 填报日期： 2023013018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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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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圳品”认定及创建“圳品”基地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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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品”是指符合“供深食品标准”规定和“供深食品标准体系”要求，且通过供深食品评价与合格评定的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 忻州市委、市政府已将开展“圳品”认定和创建“圳品”基地，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
忻州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创建“圳品”基地与“圳品”认定工作。要求我们市农业农村局进一步借助“圳品”平
台，加大我市特色农产品外销品牌优势。

立项依据 朱书记2020年第9034号批示

项目设立必要性
忻州市委、市政府已将开展“圳品”认定和创建“圳品”基地，列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 忻州市委
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创建“圳品”基地与“圳品”认定工作。要求我们市农业农村局进一步借助“圳品”平台，加大我
市特色农产品外销品牌优势。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国家认证标准文件

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计划创建“供深基地”5个，圳品”产品认证20个以上。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计划创建“供深基地”5个，圳品”产品认证15个以上。 完成项目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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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数量 ≥5个

数量指标
基地数量 ≥5个

圳品认证数量 ≥15个 圳品认证数量 ≥15个

质量指标 认证通过率 ≥90% 质量指标 认证通过率 ≥90%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1年

成本指标

打造基地平均支出费用 ≤2万/个

成本指标

打造基地平均支
出费用

≤2万/个

圳品认证平均支出费用 ≤0.5万/个
圳品认证平均支

出费用
≤0.5万/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认证企业销售额 提高3% 经济效益指标 认证企业销售额 提高3%

社会效益指标 圳品产品了解度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圳品产品了解度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农产品安全性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农产品安全性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认证积极性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认证积极性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企业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企业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杨秀林 联系电话： 8651021 填报日期： 2022122311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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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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驻村干部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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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00 年度资金总额： 17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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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78,5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温晓东、马文彪、张鸿涛、陈云飞、孙守恭、尤宇霞6人为驻村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 刘兴平为专职村支书

立项依据 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项目设立必要性 完成乡村振兴相关任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山西省干部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项目实施计划 温晓东、马文彪、张鸿涛、陈云飞、孙守恭、尤宇霞6人为驻村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 刘兴平为专职村支书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温晓东、马文彪、张鸿涛、陈云飞、孙守恭、尤宇霞6人为驻村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 刘兴平

为专职村支书 分别完成驻村相关文件中的职责任务。并通过考核。
100％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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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队员和第一书记人数 6人

数量指标

驻村队员和第一

书记人数
6人

派驻专职村支书人数 1人
派驻专职村支书
人数

1人

质量指标 年度考核通过率 100% 质量指标 年度考核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服务时间 1年 时效指标 服务时间 1年

成本指标
驻村队员和第一书记 28000元/人/年

成本指标

驻村队员和第一

书记
28000元/人/年

派驻专职村支书 10500元/人/年 派驻专职村支书 10500元/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驻村生活水
平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乡村振兴发

展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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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乡村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乡村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于志清 联系电话： 13453043037 填报日期： 202301311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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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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农业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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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 年度资金总额： 65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650,000 省级财政资金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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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1个省级标准病虫观测场及测报站运行维护和1个省级中心病虫测报站运行维护;扶持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1个

;设置4个 监测点,用于检疫性有害生物苹果蠹蛾、稻水象甲及其它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监测与防控;开展全市主要农作物
重大病虫应急防控与绿色防控 。

立项依据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年初预算农业生产发展和动物防疫资金计划及任务清单的通知》（晋农
计财发〔2022)9号）

项目设立必要性

病虫观测场和观测站是农作物病虫害有效观测的重要途径；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为提升我市农作物病虫统防统治

覆盖率，有效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监测点是为了有效监测检疫性生物，防止检疫生物
扩散；应急防控物资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病虫害的发生防治。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省市病虫害防控相关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用于1个省级标准病虫观测场及测报站运行维护6.4万元和1个省级中心病虫测报站4.6万元运行维护;扶持病虫专业化防
治服务组织1个30万元 ;设置4个 监测点2万元,用于检疫性有害生物苹果蠹蛾、稻水象甲及其它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监测
与防控;开展全市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应急防控与绿色防控24万元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运行维护南湖标准观测场及测报站和五寨中心测报站；扶持1个统防统治组织；设置4个检疫

性有害生物监测点；开展全市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应急防控与绿色防控。
100％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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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观测场及测报站和中

心测报站
2个

数量指标

标准观测场及测

报站和中心测报
2个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 1个
病虫害专业化防
治组织

1个

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点 1个
检疫性有害生物

监测点
1个

质量指标 防控效果 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 质量指标 防控效果
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

灾

时效指标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实施时

效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显著 时效指标

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实施时效

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

显著

成本指标

省级标准病虫观测场及测

报站运行维护
6.4万元

成本指标

省级标准病虫观
测场及测报站运

行维护

6.4万元

省级中心病虫测报站 4.6万元
省级中心病虫测
报站

4.6万元

扶持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
组织

30万元
扶持病虫专业化
防治服务组织

30万元

全市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
应急防控与绿色防控 24万元

全市主要农作物

重大病虫应急防
控与绿色防控

2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灾措施保障粮食和农业

生产安全效果

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 效控制，农作

物不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
社会效益指标

防灾措施保障粮
食和农业生产安
全效果

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
有效控制，农作物不
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减量增效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农药减量增效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
情监测预警能力

加强 病虫害防控期内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持重大病
虫疫情灾情监测

预警能力

加强 病虫害防控期
内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导服务对象满

意度
≥90%

负责人： 经办人： 李书琴 联系电话： 13994199373 填报日期： 2023022017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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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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三区”科技人才支持计划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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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0,000

省级财政资金 0 省级财政资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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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快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1、依托杂交改良、饲草料加工、疫病防控、

疾病治疗等新成果、新技术，开展推广工作。2、在县科技局的组织下，招集当地养殖场（户）开展集中培训、现场指
导现场指导和面对面辅导等多种形式，培养乡土人才。3、通过共同努力，在五寨县推行规范、规模、科学养殖，提升
养殖场（户）科学化养殖理念，推动养殖业持续发展。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资的实施意见》，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资的实施意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科技局相关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忻财教（2022）41号及科技局相关制度，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1、在乡镇级别以上单位召开集中培训会1次，规模30人以上，起到科普宣讲和发现苗头性乡
土人才的作用。 2、培养提升乡土人才1- 3名，通过乡土人才的技术引领，以示范作用。 3

、建立的技术成果应用肉羊养殖家庭的增产增收达10％以上。 4、通过现场观摩，群众接受
技术成果，辐射推广面积达3家以上，推动服务领域的产业发展。 5、为合作社、经济实体
提供技术支援，协助其增收增效。

1、在乡镇级别以上单位召开集中培训会1次，规模30人
以上，起到科普宣讲和发现苗头性乡土人才的作用。 2

、培养提升乡土人才1-3名，通过乡土人才的技术引
领，以示范作用。 3、建立的技术成果应用肉羊养殖家
庭的增产增收达10％以上。 4、通过现场观摩，群众接
受技术成果，辐射推广面积达3家以上，推动服务领域

的产业发展。 5、为合作社、经济实体提供技术支援，
协助其增收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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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集中培训次数 ≥1次 数量指标
召开集中培训次

数
≥1次

质量指标 培训标准符合率 100% 质量指标 培训标准符合率 100%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100%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100%

成本指标 出差每天伙食补助 60元 成本指标
出差每天伙食补
助

6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对提高养殖效益的影响程
度

明显 经济效益指标
对提高养殖效益
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动畜牧产业发展的影

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推动畜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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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提升畜牧产业乡土人才

储备的影响程度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提升畜牧产业
乡土人才储备的

影响程度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养殖户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养殖户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魏富东 联系电话： 13753048040 填报日期： 2023022018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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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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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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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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2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3年防治动物重大疫病疫苗和消毒液、应急储备物资和动物重大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项目。为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1、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晋农财发〔2017〕4号）；2、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1〕71号）；3、忻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忻州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忻政办发〔2022〕41号）；4、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预防工作的通知》（晋农办牧医发〔2022〕47号。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1、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特别是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5种优先防治的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考核标准。 3、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
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 4、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和应急处

置能力明显提高。 5、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
风险显著降低。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项目要求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1、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特别是

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5种优先防治的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考核标准。 3、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
效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 4、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和应急处
置能力明显提高。 5、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
风险显著降低。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本项目将从以下3方面开展：1、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来提

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特别是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15种优先防治的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考核标准。 3、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
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 4、外
来动物疫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高。 5、生猪、家禽、牛、羊发病率分别下降到5％

、6％、4％、3％以下，动物发病率、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

2023年，本项目将从以下3方面开展：1、动物发病率、
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
益。 2、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特别是口蹄疫、

高致病性禽流感等15种优先防治的疫病达到规划设定的
考核标准。 3、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
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的动物疫病综合防治能力。 4、外来动物疫病防范和

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高。 5、生猪、家禽、牛、羊发病
率分别下降到5％、6％、4％、3％以下，动物发病率、
死亡率和公共卫生风险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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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国家、省重大动物疫

病的种类
8种 数量指标

防控国家、省重

大动物疫病的种
类

8种

质量指标 重大动物疫病抗体合格率 ≥70% 质量指标
重大动物疫病抗

体合格率
≥7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
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新城疫活疫苗每万羽 ≤75元 成本指标 新城疫活疫苗每
万羽

≤75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猪、家禽、牛、羊发病

率
下降 社会效益指标

生猪、家禽、牛

、羊发病率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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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魏富东 联系电话： 13753048040 填报日期： 2023013016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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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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制品产业发展”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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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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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以优势畜牧产业发展为依托，突出龙头的带动和引领，重点提升猪、牛（驴）、羊、鸡四大优

势产业集群和六大生产基地建设，拓展屠宰加工转化，培育壮大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打造畜产品知名品牌，稳步推动全
市肉制品产业向高水平集群发展。为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忻市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2020）12号。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20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六大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我市肉制品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要求完成项目。

项目实施计划
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以优势畜牧产业发展为依托，突出龙头的带动和引领，重点提升猪、牛（驴）、羊、鸡四大优
势产业集群和六大生产基地建设，拓展屠宰加工转化，培育壮大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打造畜产品知名品牌，稳步推动全
市肉制品产业向高水平集群发展。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预计开展全市一产项目调度工作，建立一产经济运行台账，对肉制品重点行业、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发展进行调度分析，每月调度一次。组织肉制品加工企业积极参加产销对接

、各类展销会、博览会。预计参加5次活动。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以优势畜牧产业发展
为依托，突出龙头的带动和引领，重点提升猪、牛（驴）、羊、鸡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和六大
生产基地建设，拓展屠宰加工转化，培育壮大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打造畜产品知名品牌，稳
步推动全市肉制品产业向高水平集群发展。

2023年预计开展全市一产项目调度工作，建立一产经济

运行台账，对肉制品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发
展进行调度分析，每月调度一次。组织肉制品加工企业
积极参加产销对接、各类展销会、博览会。预计参加5

次活动。坚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以优势畜牧产业发展
为依托，突出龙头的带动和引领，重点提升猪、牛
（驴）、羊、鸡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和六大生产基地建
设，拓展屠宰加工转化，培育壮大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打造畜产品知名品牌，稳步推动全市肉制品产业向高水
平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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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肉制品重点行业、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发展进行

调度分析

12次 数量指标

对肉制品重点行
业、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发展进

行调度分析

12次

质量指标 培训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培训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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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

≥81% 经济效益指标
全市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率

≥81%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市畜牧产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程度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对促进我市畜牧
产业转型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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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魏富东 联系电话： 13753048040 填报日期： 2023013016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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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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门关农牧业交错带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201-忻州市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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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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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100,0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加强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组织建设，积极开展农牧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积极推进畜牧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组织多种形式

技术服务与技术培训，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推进我市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提档升级。为一般性资金。

立项依据 农业部《关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不涉密

项目设立必要性

2016年农业部提出《关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省委省政府将雁门关农牧交错带示范区建设纳
入山西三大农业省级战略之一；2019年11月29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

牧交错带发展条例》。要求各级政府应加强对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建设的组织领导，将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和相关工作经费
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项目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1、开展生态示范场创建工作，推进草畜一体化建设，每县重点支持创建1-2个生态示范场。 2、组织指导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项目建设，2023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数量达到80个。 3、组织开展技术服务与技术培

训，计划年内开展培训2期，培训人数200人次。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1％，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

％以上。开展生态示范场创建工作，推进草畜一体化建设，每县重点支持创建1-2个生态示
范场。组织指导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2022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数量达到80个。组织开展技术服务与技术培训，计划年内开展培训2期，培训人数200人次
。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农牧业协调发展，不断优化区域内农牧业生产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建成北方农牧交错带产业融合的示范样板；促进绿色循环发展，

2023年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1％，规模养殖
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7％以上。开展生态示
范场创建工作，推进草畜一体化建设，每县重点支持创

建1-2个生态示范场。组织指导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建设，2022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数量达到80个。组织开展技术服务与技术培训，计划年
内开展培训2期，培训人数200人次。雁门关农牧交错带

农牧业协调发展，不断优化区域内农牧业生产结构，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建成北方农牧交错带产业融合的示范

样板；促进绿色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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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数量
80个 数量指标

2023年全市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数
量

80个

质量指标
2023年全市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率

≥81% 质量指标

2023年全市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

≥81%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1年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1年

成本指标 每人每天培训费用 ≤280元 成本指标
每人每天培训费

用
≤28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绿色循环发展 经济效益指标
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
促进绿色循环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我市畜牧产业绿色循

环高质量发展
明显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我市畜牧产
业绿色循环高质
量发展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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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负责人： 经办人： 魏富东 联系电话： 13753048040 填报日期： 2023013016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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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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畜牧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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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0 年度资金总额： 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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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00 市县（区）财政资金 94,500

单位自筹 0 单位自筹 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农业农村局工作需要，我中心派杨亮珍为驻村第一书记，康鑫、朗勇为驻村工作队队员，张敏为派驻

干部。 为一般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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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委市政府、农业农村局工作需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及时给予报销

项目实施计划 及时给予报销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体目标

2023年我中心派杨亮珍为驻村第一书记，康鑫、朗勇为驻村工作队队员，张敏为派驻干部。

协助所在村巩固脱贫取得的成果，积极为人民探索致富之路，为建设美丽家园做出应有的贡
献。

2023年我中心派杨亮珍为驻村第一书记，康鑫、朗勇为
驻村工作队队员，张敏为派驻干部。协助所在村巩固脱
贫取得的成果，积极为人民探索致富之路，为建设美丽

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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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数量指标
驻村帮扶干部人

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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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干部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驻村干部满意度 100%

负责人： 经办人： 魏富东 联系电话： 13753048040 填报日期： 2023013016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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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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部门受市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管理服务中心

委托管理的车辆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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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州市农业农村局现有价值50万以上通用设备1台（套），合计价值71.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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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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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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