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2899 科目名称：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杨光、王华明 联系电话： 13881196278

项目概况

我单位在将开展全市民营企业调查点业务培训、商协会党建工作培训、法律服务工作培训会议。搭建
新生代企业家培训平台，帮助新生代企业家学习先进经营管理理念、交流创新创业成功经验，严格监
管与优化服务并重，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我单位在将开展全市民营企业调查点业务培训、商协会党建工作培训、法律服务工作培训会议4次。搭建
新生代企业培训平台，严格监管与优化服务并重，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6万元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12000.00,金额：
60000.00

数量指标

举办新生代企业家培训、绿色
发展专题培训、支出培训费3万
元、劳务费1万元、租赁费2.7
万元

5.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年内完成

质量指标
提高民营企业家整体素质促进
命硬建设发展

培养一批年轻优秀的企业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达到百分之九十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企业家队伍建设 达到百分之八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经济服务工作满意 达到百分之九十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百企帮百村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2899 科目名称：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57,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秀蓉 联系电话： 13881121629

项目概况

我单位在通过带领企业家到县区乡走访调查，开展“百企帮百村-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工作专项活动。
通过“百企帮百村-乡村振兴”教育引导全市民营企业家弘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反哺社会、义利
兼顾、引以为先，扶危济困、共同富裕”的光彩精神。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百企帮百村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我单位在通过带领陪同企业到县市乡走访调查，并产业支持帮扶贫困户等途径召开“百企帮百村”专项推
进会议一次，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工作专项活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5.7万元
数量：25.00,单位：次,单价：2280.00,金额：
57000.00

数量指标

我单位预计支出差旅费2万元
（60人次）、车辆租赁费2万元
（60人次）、会议费1.7万元
（会议室租赁、工作餐、印刷
费）共计金额5.7万元

25.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年内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帮助贫困村产业发展 达到精准脱贫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帮村工作常态化，推动帮村成
效落实

百分之九十

社会效益指标
引导民营企业回报社会，参与
扶贫帮村援藏等活动

百分之八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帮扶精准脱贫奔小康 百分之八十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考察调研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2899 科目名称：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王华明、陈秀蓉 联系电话： 13696265599

项目概况

我单位将赴重庆市北碚区开展工作对接和商贸活动，组织青年企业家赴经济发达地区考察调研，开展
改善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等。切实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能力，联
动职能部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转变工作作风，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优质营商环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考察调研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加强两地高新技术型和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建立两地商会合作对接；积极组织非公有经济代表
人士参政议政，积极掌握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实情。高质量高标准，引领名企发展，推动绵阳经济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12万元
数量：8.00,单位：次,单价：15000.00,金额：
120000.00

数量指标

赴重庆北碚区考察调研、组织
省内外专题调研2次，商会建设
考察一劳务费、会议费等经费
合计12万元

8.00次

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年内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组织民营企业省内外考察
调研，对接商务活动，提高商
协会的能力水平

百分之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进商协会改革发展，培育和
发展特色商会组织

百分之9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了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弘
扬绵商精神和发挥面上作用

达到百分之八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高质量高标准，引领名企发
展，推动绵阳经济建设

百分之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团体组织活动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2899 科目名称：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杨光、王华明 联系电话： 13696265599

项目概况

我单位将召开“四好商会”建设现场交流会，通过省内外商会交流会及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的打造，
不断提高商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大力推动绵阳经济发展。组织开展宣传企业家及优秀企业风采
系列活动，进一步树立民营企业家良好形象，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团体组织活动工作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我单位将召开“四好商会”建设现场交流会，通过省内外商会交流会及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的打造，不断
提高商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大力推动绵阳经济发展。组织开展宣传企业家及优秀企业风采系列活
动，进一步树立民营企业家良好形象，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7万元
数量：20.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
60000.00

数量指标

组织开展宣传企业家及优秀企
业风采活动，全年报道20次，
预计支出劳务费1000元/次；
支持“四好商会”及工作突出
商会开展；支持企业几商会开
展企业家队伍建设和企业文化
建设2次，预计租赁费4000/
次，劳务费1000/次，共计经
费7万元

20.00次

时效指标 2021年内完成 2021年度内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省内外商会建设交流会及
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的打造，
不断提高商会的组织能力和管
理能力

完成百分之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大力推动绵阳经济发展 完成百分之90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四好商会”建设，服务
企业发展、树立民营企业家良
好形象，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完成百分之8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维权中心运行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2899 科目名称： 其他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8,9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杨光 联系电话： 13881196278

项目概况

通过聘请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宣传等活动，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维护企业发展运行，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增强民营企业对工商联的归属感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维权中心运行工作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维护企业的权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预计支出1.89万元
数量：10.00,单位：次,单价：1890.00,金额：
18900.00

数量指标

聘请律师对民营企业维权进行
指导，支出劳务服务费10000
元/年；法律风险阀杆宣讲，聘
请专家进行讲坛，支出会议费
8900元，共计金额1.89万元

10.00次

时效指标 2021年内完成 2021年内完成

质量指标
通过聘请法律顾问，解决企业
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维护企
业的权益

完成百分之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企业权益，使企业长期稳
定

完成百分之90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完成百分之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反应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和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利益诉求，维护
其合法权益

完成百分之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