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运行防控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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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迪 联系电话： 15228373138

项目概况

为了提升科技预防腐败能力，更好适应当前“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趋势要求，进一步夯实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全保障水平，提高办事效率，提升办事群众满意度，中心计划2021年将此项经费重
点用于加强安全防控。主要包括：1、电子监控室改造升级，预计经费9.6万元。2、光盘离线备份管
理系统建设30万元，3、质疑接待室建设，需增设质疑接待室一间，配置离线音视频录音录像设备一
套，保证质疑接待受理全过程录音录像，需采购音视频录入设备一套，估价3万元， 改造质疑接待
室，估价2万元。4、安全防控人员工作经费，预计共需20万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的增多，办事群众
对中心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公平公开度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心干部职工和聘
用人员时常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加班时间多，工作压力大。有时为保证项目评审顺利开展，工作人
员甚至会熬夜加班。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办事群众满意度，根据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的要
求，中心一方面实行一人多岗，统筹调度人员；一方面通过增加临聘人员缓解当前人手特别紧张的局
面，进一步促进了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的建设提高了工作效率。按照《劳动法》规定，应给予加
班的聘用人员发放加班费，根据近三年负责安全防控方面工作的聘用人员实际产生加班费用统计，预
计2021年将产生聘用人员的加班费20万元。5、安全防控办公耗材费，预计共需经费20万元。中心目
前承担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5大类109项公共资源项目交易工作（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绵阳市调整后的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绵府办发〔2015〕73号）
相关工作。此项费用主要用于a安全防控方面的办公设备（含固定资产）的购置及更换费、日常办公
用品及耗材购买费、设备维修维护费、软件购买及使用费、工作文书资料印制费、文件存档所需费
用、电子设备耗材费等公共资源交易运行的相关经费，探索新的工作模式等其他方面的支出，及因机
构改革或新出台文件等要求的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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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运行防控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了提升科技预防腐败能力，更好适应当前“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趋势要求，进一步夯实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安全保障水平，提高办事效率，提升办事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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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改造升级及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150000.00,金
额：150000.00

防控安全人员工作经费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00000.00,金
额：200000.00

光盘离线备份建设维护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0,金额：
300000.00

防控安全办公耗材费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50000.00,金
额：250000.00

数量指标
光盘离线备份建设及维护、防
控安全人员工作经费、设备改
造升级及维护费

1.00日期区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份前

质量指标
保障招投标交易规范化、效率
更高、等级测评达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
交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顺利进行，利用科技技术预防
腐败，保障交易平台安全性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提升信息安全防御能力、规范
公共资源交易行为顺利开展、
满足招标企业交易正常运行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窗口单位工作服装采购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6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景小林 联系电话： 13778075267

项目概况

为提升窗口单位形象，按照公共资源标准化建设的要求，通过窗口单位统一着装，树立政务服务新形
象，进一步促进窗口规范化、标准化服务，提升群众办件满意率。中心上次服装采购为2018年，按照
窗口单位工作服2年一更换的规定，拟定于2021年购置40名工作人员工作服。根据测算，中心现有工
作人员40人（其中：正式19人、聘用21人），按4000元/套测算，需工作服经费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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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单位工作服装采购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公共资源标准化建设的要求，窗口单位统一着装，能树立政务服务新形象，进一步促进窗口规范化、
标准化服务，提升群众办件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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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服装购置
数量：40.00,单位：人,单价：4000.00,金额：
160000.00

数量指标 工作服装购置 4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份前

质量指标
窗口单位统一着装，树立政务
服务新形象，进一步促进窗口
规范化、标准化服务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交
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队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规范化、标准化服务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提升窗口单位形象、树立政务
服务新形象，进一步促进窗口
规范化、标准化服务，提升群
众办件满意率。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建设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6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范慧 联系电话： 13909018156

项目概况

为保障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远程评标及涉密采购正常开展，根据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涉
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9】39号）、《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中心需
采购政府采购远程评标、不见面开标的配套场地硬件建设（前期市财政局已招标完成系统建设），预
计经费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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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建设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保障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远程评标及涉密采购正常开展，根据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涉密政
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9】39号）要求，中心需采购政府采购远程评标、不见面开标
的配套场地硬件建设（前期市财政局已招标完成系统建设），预计经费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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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磋商、谈判、协商室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77500.00,金额：
155000.00

涉密采购设备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45000.00,金额：
145000.00

不见面开标室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85000.00,金额：
85000.00

电子档案系统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00000.00,金额：
100000.00

远程异地评标室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115000.00,金额：
115000.00

数量指标

不见面开标室 1.00个

涉密采购设备 1.00套

远程异地评标室 1.00个

远程磋商、谈判、协商室 2.00个

电子档案系统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份前

质量指标
保障政府采购不见面开标、远
程评标及涉密采购正常开展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更好地完成政府采购项目交
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顺利开展，利用科技技术满足
企业招标项目正常进行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顺利开
展，利用科技技术满足企业招
标项目正常进行提高了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交易平台办公业务用房租金及管理费（桃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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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9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誾纬韬 联系电话： 13698127612

项目概况

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租用富临公司位于桃花岛商业街4栋的商业楼作为办公用房，为此提供固定的
办公场地更好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方便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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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平台办公业务用房租金及管理费（桃花岛）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方便办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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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708.34,金额：8500.00

保安保洁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8800.00,金额：
225600.00

电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45633.34,金额：
547600.00

物业管理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1666.70,金额：
140000.00

房屋租金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53333.40,金额：
1840000.00

场内维护维修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7358.34,金额：
208300.00

数量指标

根据合同约定，每年需一次支
付全年房租（租金逐年递增
8%）、物管费、水电费、保安
保洁服务费等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提供办公场地及停车场地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在新办公场地未建之前将长期
租用

≥3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升了群众办事效率 规范办公场所，有效保证工作效率，方便群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提供固定的办公场地更好地促
进了工作的开展，方便群众办
事

≥98%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专家评审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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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8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雁冰 联系电话： 13981188881

项目概况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指导意见》（川财采〔2014〕8号）的文件
和省政府、省纪委、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的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政府采购需承担评标劳务费、交
通费、隔夜评标住宿费、评标误餐餐费等。因开标和评标的时间不确定，大部分项目需要连续评标，
所需时间较长，专家及单位职工需加班保障开评标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心承接了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
集中采购项目的政府采购，节约资金效果明显；该项目多为费用产生后立即支付，时效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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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评审劳务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承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节省单位采购成本并采购到满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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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评标专家劳务、交通费、
误餐费

数量：170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
85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评标专家劳务、交通费、
误餐费

17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根据上年度完成率核定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节省单位采购成本并买到
满意商品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承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
购

规范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顺利进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足了本单位的业务需要及采
购单位购置到满意的商品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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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訚纬韬、邓雁冰 联系电话： 13698127612

项目概况

为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优化拍卖会程序，拟于2021年全年度，以购买服务的方
式，采购一到两家拍卖公司负责主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工作，根据拍卖地块宗数支付拍卖费
用，一场拍卖会拍卖5宗及以下地块，拍卖费用按一场拍卖会支付，拍卖5宗以上地块按两场拍卖会支
付，根据市政府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组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预计组
织拍卖会8场。根据测算，拍卖会1.875万元/场；近年来，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增多，办事群众对中心
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公平公开度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心干部职工和聘用人员
时常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加班时间多，工作压力大。有时为保证项目评审顺利开展，工作人员甚至
会熬夜加班到第二天清晨。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办事群众满意度，根据标准化、流程化、规范
化的要求，中心一方面实行一人多岗，统筹调度人员；一方面通过增加临聘人员缓解当前人手特别紧
张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的建设提高了工作效率。按照《劳动法》规定，应
给予加班的聘用人员发放加班费，根据近三年统计，负责现场工作的聘用人员实际产生加班费用，预
计2021年将产生聘用人员的加班费26万元；1.为优化开评标厅环节，提高业务工作效率，共需购买电
脑显示屏72台（AOC)，规格：27寸，单价0.12万元/台，金额：8.64万元；用于开评标厅使用；24台
电脑,单价0.5万元/台,金额：12万元。2。激光高清投影仪4台，单价2.7万元，金额：10.8万元，用于
开评标厅政府采购软件系统项目演示使用。3.开标厅的打印机非常老旧，经常卡纸漏粉严重影响打印
资料的品质。需购买打印机7台，单价0.15万元，金额：1.05万元。 4.评标一厅、评标七厅操作系统
21套，单价0.16，金额：3.36万元。办公桌21张，单价0.07元，金额：1.47万元。摄像头27个，单
价：0.06万元，金额：1.62万元。拾音器12个，单价0.035万元，金额：0.42万元。交换机1台，单价
0.35万元，金额：0.35万元。综合布线1批，单价：2万元，金额：2万元。 5.音响系统一套1万元，
用于拍卖厅使用。6.按照《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关于印发<四川省公共资源
交易场地建设规范>的通知》（川政公[2019]15号）第三十三条的要求，交易评审服务区应配置能够
检测具有通讯功能设施设备的安检门，购买金属探测门系统1套，金额18万元，用于对进入评标区域
人员进行手机等含金属通讯设备检测。通断器（屏蔽仪）12套，单价0.2万元，金额：2.4万元。7.为
加强开评标现场管理环境，储物柜3组，单价0.5万元，金额：1.5万元。用于项目封标存放项目开评标
资料等。中心目前承担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5大类109项公共资源项目交易工作（绵阳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绵阳市调整后的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绵府办发
〔2015〕73号）相关工作。主要用于办公设备（含固定资产）的购置及更换费、日常办公用品及耗
材购买费、设备维修维护费、软件购买及使用费、工作文书资料印制费、文件存档所需费用、电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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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优化交易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以保证高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工作，提高各方主体和办事群众社会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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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劳务费、公车运行费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60000.00,金
额：260000.00

拍卖会场地租赁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75000.00,金额：
150000.00

打印设备购置及维修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65000.00,金额：
65000.00

开评标业务用电脑及外设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90000.00,金额：
190000.00

办公耗材购置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35000.00,金额：
35000.00

数量指标
拍卖会场地租赁、办公耗材购
置、保险门购置、人工劳务
费、公车运行费

1.00日期区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招投标交易规范化、效率
更高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
交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公共资源项目交易顺利进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顺利开
展、满足招投标企业交易正常
进行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网络通讯及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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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誾纬韬 联系电话： 13698127612

项目概况

中心目前承担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矿权出让、产权交易、经营权出让5大类109项公
共资源项目交易工作（《绵阳市调整后的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目录（第一批）》的通知 绵府办发
〔2015〕73号）及政务平台服务相关工作，直接面对办事群众，社会关注度高，对网络和通讯的畅
通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之电子化项目交易量的增加，中心电子政务网络需不断拓展带宽，此项目
主要用于支付政务平台和交易平台宽带使用费、网络使用及其维护费、办公及业务用电话费、系统开
发升级及维护费、通讯设备购置及使用费、公用WiFi平台系统建立及维护等。该项目属于保障类项
目，费用实时发生，支付时效性强，数量指标和成本指标较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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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通讯及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证网络通畅，促进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顺利开展，方便办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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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网络光纤费、通讯、维护
费

数量：4.00,单位：套,单价：25000.00,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网络光纤费、通讯、维护费 4.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网络和通讯的畅通度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
交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公共资源项目交易顺利进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足了本单位的业务需要及投
标企业交易正常进行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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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雁冰 联系电话： 13981188881

项目概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建设工作，始终把标准化建设作为优化政务环境和推进质量强市的重要
手段。2014年10月，中心由市质监局推荐，成功申报成为省级服务业标准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类
试点，系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类唯一试点单位（《关于服务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绵委发
〔2014〕12号、川质监办函〔2014〕30号文件）。建设过程中，中心共制订了内部标准150项，采
用国家、行业、地方标准39项，最终形成了覆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各方面的3个子体系共189项标准
的具有绵阳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特色的标准体系。基本实现了流程更优、效率更高，群众满意度持续上
升。今年，根据《2019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要点》、《关于开展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交易中心”创建活动的通知》正在申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同时要加强
对盐亭县全国标准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持续改进，不
断完善、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中心将依托标准化现阶段建设成果，狠抓出台标准的落实，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持续改进，真正做到让各项标准接地气、可操作，真正做到“岗岗有标准，步步有规
范”，持续维护中心公共资源标准化建设项目申报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为建设国家级标
准化试点单位做好准备。此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编写和印制《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工作标准化手
册》（2021版）30套计15000元；修订三项区域性地方标准共计4.5万元；申报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
点示范项目的推进、协调、建设工作计1.8万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工作氛围营造计1.2万元；
合计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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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标准化建设工作，中心始终把标准化建设作为优化政务环境和推进质量强市的重要
手段，持续维护中心公共资源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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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培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标识标牌制作费、宣传资料印
刷及耗材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45000.00,金额：
45000.00

软件维护服务费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35000.00,金额：
35000.00

数量指标
标识标牌制作费、宣传资料印
刷及耗材费

1.00日期区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标准化建设流程规范、效
率更高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
交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标准化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和推进质量强市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优化了政务环境、规范办事流
程、满足了公共资源企业交易
正常进行、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市场调查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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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訚纬韬 联系电话： 13698127612

项目概况

由于公共资源交易政策调整大，本着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提升自身业务技能的目的，市场调查和业务
培训必不可少，此笔费用用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矿权招出让、政府采购（含医疗器械采购）
等公共资源交易的市场调研支出及外出考察学习所发生的咨询费、差旅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
助、培训费等相关经费。根据中心2021年工作计划，拟安排赴外地市场调研2次（每次5人次），赴
外地考察学习4次（每次5人次），赴外地培训5次（每次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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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调查及培训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提升职工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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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外地培训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6000.00,金额：30000.00

完成外地市场调研及学习差旅
费

数量：5.00,单位：次,单价：8000.00,金额：4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外地市场调研及学习差旅
费

2.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公共资源交易政策落实及
提升业务技能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资源项目
交易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保证公共资源项目交易政策落
实到位业务技能提高

规范公共资源项目交易顺利进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足了本单位公共资源项目交
易政策落实及业务技能需要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系统维护及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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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99 科目名称： 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87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迪 联系电话： 15228373138

项目概况

为保障我市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产权、土地交易、农村产权等各类项目交易活动，根据《关于
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运维项目预算审核事宜的复函》（绵政监信〔2020〕40号）、《关
于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运维项目投资预算控制价的评审结果函》（绵财评审【2020】284
号）文件审核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运维费51万元；公共资源交易系统设备维修维护费20万
元。完成对中心一楼、三楼办公区域的布局优化和功能提升改造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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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系统维护及升级改造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维护电子交易系统正常运行，保障各类项目正常交易，为各方主体提供技术保障。对中心一楼、三楼办公
区域的布局优化和功能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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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设备维修维
护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16666.67,金额：
200000.00

新点软件公司网上招标系统维
护费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42500.00,金额：
510000.00

中心一楼、三楼办公区域的布
局优化和功能提升改造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160000.00,金额：
160000.00

数量指标 招标系统维护费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前

质量指标
保障平台稳定、运行正常、保
证招投标交易规范化、效率更
高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实现了交易全过程电子化。 ≥10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和预防违纪违法行为发生，建
设一套成熟稳定的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电子化系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行为和预防
违纪违法行为发生，满足招投
标企业交易正常进行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