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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箔推进各顼民生工作,在卫生健康、劳动就业、并老倮降、涉老搬务、退役军人工作、环境卫生、瘐情防控等民生倮睁领域抓实落细 ,

度

职
标

年

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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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门职能 年度日标任务 支出顼目名称 预舞全额 〈万元)

职责是贾彻执行菟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统筹推进各顼民生工作,在卫生键康、劳动就业、齐
老倮降、涉老服务、退役军人工作、环境卫生、疲牖
防抬等民生保陬领城抓实落细、取倡实效

!基本支IL I183 85

做好低保复核提标I作
、认其廾展专项救助、提升
灾害应急救助能力,开展残
疾人扶助工作,儆好老年人
优待服豸工作

稳步扩大低倮狡益面,社会救助兜底倮峥能力不
断提:全区建成各类弃老服务,养老补短板工作取得
实效;老年人权益保障有效落实;残联般务水平不新
提升:诀危济因葸行善举麝然成风,

⒈项目支山

缭合背殚全区企业养老
机夭iH业养老、捩乡居民

养老 H/l1工医保、新农合、
工伤、圪育、失业等为主螫
内容的社舍保险扩面提标工
作,耆力推进社会侏降剃度
政革。

开展对各项社会保险基全和就业经贫的殍柒、眢理
、发放筝的监洱检查利审核;负责企业参保人贝特殊
人员提前退休和正觜退休审批,傲好就业、失业人员
登记督理及失业人员矢业救济佥符圮发放的审批工作

⒈项目支山 llO4 88

贯彻执行党和圆家关于
退役军人恩想政治、眢理保
胯利安丑优抚等t作政缴法
规,拟定全区追役军人事务
发履规划并组织实施

军人霈势默得锴F会紧惫藿睾失蟊嘉磊警莴獾得卩〗项目艾出 zO35 2

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规范卖施妇幼倮健工
作和绕箸做好医9宁卫生其他
工作,以人口计生侬法行政

新冠肺炎痰饴防控扎实严窑,构睦卫生链康新格
局,提质卫生重点顼目建设·完瞽基层卫生服务体系 1顼 目支出 963? 25

-级指标 l  ェ级指Il 三级指标 指标解綮 目标值

享受机关养老退休符遇人贞数量
反映享受机关养老退休待邋人员
故云 lO06人

机关养老在职人员 反映机关养老在职人员效聂 2565丿

`
甚础养老全发放人数 反映年度鋈础养老全发放人数 30g75人

蝥础养老全发放新增人敛
艮映年度筌础养老全发放新增人
改 I6"人

助学人数数蚤 区因难学生 450人

助医人效敛鸯 泣圯大病的困难家庭 300人

高龄老人生活发放人效 反映全区BO周 岁以上老年人 4700多人

儆好残疾儿篮康复工穆 旬参加丿1珏康复的残疾儿廑发放
坳 资全 ∞人

残疾人就业创业补坫对织
灵̌活就业的残疾人发放社保补

堕 全 ⒛ 人

低保重庋肢体残疾人居家养护资全补助
、低保重度肢体残疚人发放蕨
|护 资全lO00元 178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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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缋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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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I"指标

敛童指标

义务兵优待佥、奖励全发放人效
反映年痰义务兵优符全、奖励佥
猃放人致

lm人

眷节、 “
八一″

煳间垒点优抚对象怼问盒发放人数
反映年痍节日期间重点优抚对象
0,l奋伦放人铷

R ll人 次

遐役军人服务站经费项日服务赭众人数
反映年度退役军人服务站经燹项
日l恩 务群众人数

5000人

常午开展驻区部队双拥共蓖活动参与人数
反映年度锵午开展驻区郡队双拥
艾馆潇跏掺 Li人 姊

!00人

牢民心连心活动参唁人薮
反映年度罕民心迕心滔动渗 、人
拉

20人

军转、离休人员养老全人数
反映年摸军转、蔺休人员乔老金
人铷

6人

地方退休、趱属、 “
精简退职4氓

”
等人员

反映地方遐休、姐炳、 “
柙fn0退

皿4确″筝人同人扭
60人

自主就业退伍士兵地方经跻补助佥人数
反映自主就业退伍士兵地方经挤
补 lh夺 人敏

?0人

农村奖励扶助全 氵受对象 3198人

农村特别扶助全
扶助对象

41人

无偿锹血任务数
反映市级下达我Fx尢偿献血任务
敏

19lO单 位

免费漪疗透析病人数最 反映全年免费透析病人数林 5α)0人次

质凰指标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保率 反映机关毕业单位人员参倮率

退休人贝侍娼发放率 反映退休人贞待遇发放率 lO0%

达龄退休人员符通发放率
反映年度达龄退休人员待退发放
窭

lO0、

垄础养老全支付及时率 反映年度’+础养老夺攴付及时率 lO0%

救助覆盖率 区囚雁群众 ⒔ll人

贫困家蘑仓问 孤夯老人、贫因母亲 aO0人

婚检普及率 反映我区婚检人群 I与 比情况 90%

狡国卫生运动开屦效量
反映年度区爱国卫/|运动开展锖
驳

4次

时效指标 项日期限 反映顼月开展期限 1年

成本抬标
人员经费 反映年疲人员经贾

办公经贽 反映年度唪位办公经赀

效溘描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綦全倮值增值 反映年度器全保值脂值率

荃本公共卫生服务桩益率
馅体疲益全区人口筌本公共卫生
贴 豕

!00%

社会满意度 扶助囚难群众,绻护社会稔定 钡 炳

开展2020年农村计划钅宵
“
女孩户

Ⅱ
女儿奖学助学△

作

奖学;本科
^000元

/人  专科1500

元/人 助学:lal干 低保户、贫因

户、病灾户就读南中每人每学年

资助JO0ll元 ,就读大°
i·每人每学年

资肋δ000元

茶计发放,,0人 次奖学

肋学补助,其中发放奖

学全人数198人

开展助老志烙服务活动,为我区⒎1类特定老年人购买

信息服务和实体服务

并展外出2次 ,入户怼问⒛次,敬
老院活动4次 :为我区5100多名
7"类特定老年人qlJ头信息服务和

实体服务

Ⅲ助老人收获疯暇和微

笑,从物顽上和捎神 ⒈

有改进:购买每人每月
zO元 的倡 感服务利每人
威日50亓 处休nl备

生态娥益

揞标
全面推进枸队伍建设

揞导乡镇落哎慈善专职工作人员

和专业化慈苷I作队伍
200人

可持绞彤响
指标

切实落实监督蓍理工作
提高社会公ln力 、掐导乡锬规范

开展慈蓍活动,增强慈瞽资全、

物资獠集和使用的迓阴度

95%

本区嬷区医院就诊率 反映年废区医院本区援就诊率 80%

耩惫度
揖标

服务对象
瞒惫度指标

服务群众沸惫度 〈lO分 )

公众评议溅意度迭盹分得蒲分;

朱达到85分 ,按实际得分这箕,

低于?0分 ,不得分
=as分

汪:l编制的工级指标个数不少于lO个 ,且所有指标鄱必须是壁化指标。3指标解释是对缋效日标
=级

指标进行解释说明,包括

指标出处、具体内容、上年废数值、计算方法、评分标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