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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预算数 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结余率=结余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次 22.5 反向指标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保障工资及时发放、足额发放，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减少结余资金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募考试场次 ≥ 1 场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讲场次 ≥ 1 场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志愿者考试社会影响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考生满意度 ≥ 100 %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招募考试支出 ≥ 5 万元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与人数 ≥ 100 人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招募工作持续时间≤ 0.5 年 10 正向指标

目标1：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进一步加强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 目标2：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促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责任，并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完善培训保障，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目标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 目标4：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招募考试完成程度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课程数量 ≥ 12 个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参会）人次≥ 400 人次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会议）天数≥ 4 天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人员合格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班次（会议次数）≥ 2 次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培训（参会）人员满意度≥ 100 %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志愿者能力提升程度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人均培训成本控制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目标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目标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建设。 目标3：注重培训，努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正规化。提升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加强对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有关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的宣传，使其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应有的态度与责任，领会青年志愿工作的要领。 目标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动社会发展 定性 好坏 5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培训班≥ 1 场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育青年社会组织、引导青年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培训合格率≥ 90 %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高青年的思想意识定性 优良中低差 2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培训对象满意度 ≥ 90 %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制作宣传品 ≥ 1000 元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工专业人才培训班≥ 100 人数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计划完成及时率 ≥ 90 % 1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青少年社会工作项目购买定性 优良中低差 0 正向指标

1.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发挥青少年社会工作在校园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思想引领作为首要任务，引导青少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2.充分发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建设。3.提升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示范性、实效性。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青少年社会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社会工作网络。5.加强组织保障，形成部门联动的良好局面。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青年群体满意度 ≥ 90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人数≥ 815 人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资金发放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定性 优良中低差 % 5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到位及时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大学生志愿者上岗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对象满意度指标≥ 100 % 5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进一步提升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能力，培养造就高素质志愿者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发展，加强能力建设。定性 优良中低差 %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助资金标准 ≥ 2916 元/月 10 正向指标

1、加大补助资金力度，提高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辐射影响，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良好氛围；强化基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网络。通过对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生活补助，减轻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负担，从而使西部计划志愿者更好的参与到实际工作中； 2、增强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待遇水平，提高西部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使志愿者在接受培训的同时，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 3、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金额可以足额并及时发放，切实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切身权利;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期达标率≥ 100 % 10 正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质量=∣（执行数-预算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100%≤ 100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运转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运转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质量=∣（执行数-预算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100%≤ 100 % 22.5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完成率 ≥ 100 %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满意度 ≥ 100 % 5 正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数）×100%≤ 100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运转保障率 ＝ 100 % 22.5 正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预算编制质量=∣（执行数-预算数）/预算数∣≤ 5 % 22.5 反向指标

保障单位日常运转，提高预算编制质量，严格执行预算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目调整次数 ≤ 10 % 22.5 反向指标

15000021Y000000005285-综合业务运转保障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40

15000021Y000026201201-职工福利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0.86

15000021Y000000004337-工会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0.69

15000021Y000000005074-一般公用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1.47

15000021T000000006475-青少年社会工作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74.70

15000021T000000007809-“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资金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78.00

15000021T000000006326-西部志愿者工作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22.00

15000021T000000006474-西部志愿者培训经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128.00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1.94

15000021R000026201204-住房公积金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4.14

项目支出绩效表

15000021R000000005089-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5.31

15000021R000000005090-职业年金缴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2.65

15000021R00000000509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2.42

15000021R000000005093-工伤生育失业等其他社保缴费139008-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与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 1.01

15000021R000026201202-工资津补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