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财政贴息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信丰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联系人 袁明明 联系电话 13507971173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00

其中：财政拨款 6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信丰县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3.3亿元的申贷对象的放贷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与行业部门及合作银行的沟通交流人次 150人次

放贷资金任务 3.3亿元

质量指标 贷款偿还率 达到政策目标要求

时效指标 完成任务时效 力争2021年12月前完成

成本指标

一般农户及大户 1.5亿元*4.5%*50%=337.5万
元

经营主体或企业 1.3亿元*4.5%*30%=175.5万
元

贫困户及边缘户 0.5亿元*4.5%*100%=22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扶持农户覆盖率 >=60%

经济效率带动率 >=30%

社会效益指标

就业率 提高农村本地就业率

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问题
缓解农业生产者融资境况，

推动农业发展升级

生态效益 引导农业发展方向 指导农户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80%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

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

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成

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新

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空
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

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

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

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两违整治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信丰县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信丰县自然资源局

项目联系人 陈云金 联系电话 13870728488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37.012

其中：财政拨款 237.012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坚持“打防并举、堵疏结合、网格管理、标本兼治”原则，坚持整治县城规划区内“两违”建设行
为，实现全面打击、持续打击，做到不手软、不姑息、无特例。对新发现的“两违”，做到露头就
打、出土就拆。杜绝“两违”增量，减少“两违”存量，切实规范土地管理和规划建设秩序，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两违”存量 现有存量全部拆除

质量指标 “两违”建设增量控制 0

时效指标 在2021年12月完成 力争2021年12月前完成20000
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效益指标

普及法律、稳定社会 提升人员群众的社会意识

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需求问题
缓解农业生产者融资境况，

推动农业发展升级

生态效益 提高生态环境 拆除违法建筑，改善居住环
境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期工作，发展战略及可持续性十分明显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度和满意度，违建数

量下降
>=80%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

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
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成

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新
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空

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
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



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

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农机购置补贴

主管部门及代码 实施单位 信丰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联系人 袁明明 联系电话 13507971173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92

其中：财政拨款 492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1、 提高农机化水平；2、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3、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机器数（台、套） 1378台、套

质量指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73%

时效指标 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兑付率 100%

经济效益指标
直接受益农户数（户） 1002

效益指标

带动农民投资（万元） 5872.4

社会效益指标
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 稳步提升

农业合作社服务带动能力 明显增强

生态效益 推动绿色环保，农机具升级 柴油机国Ⅱ改国Ⅲ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业机械化示范带动力 明显增强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政策公开率 >=100%

农户满意度 >=100%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

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

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成
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新

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空
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

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

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

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县本级科技计划项目
主管部门及代码 信丰县科学技术局 实施单位 信丰县科学技术局

项目联系人 蓝珏 联系电话 13970747282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10
其中：财政拨款 21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县本级科技计划项目，预计实施项目20个左右，涉及社会民生、工业、农业、林业，总计210万。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资助2021

年各类创新主体的项目研发、示范和推广，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结对帮扶行动、科技创新管理体系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申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30个 30个

争取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10项

新增省级重点新产品 10个

实施科技创新项目管理 争取市以上科技项目经费600万元以上，组织专家对县本级科技计划项目验
收等；

开展科技帮扶、科技合作和科技招商
对接3支以上省派科技特派团，组织开展科技对接、科技招商和科技展览以6

次以上。

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战略研究
有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转化2件以上，组织或参加各类科技交流、合作活动和

外出科技培训6次以上。

实施县级科技计划项目 达到合同预期指标

争取市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达到合同预期指标

新增省级重点新产品 完成目标任务

实施科技创新项目管理 顺利通过上级组织的绩效评估

开展科技帮扶、科技合作和科技招商 引进1个以上新品种、新技术、招引高层次人才1人以上

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战略研究 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社会效益指
标

企业实现 提高了各类创新主体的生产效率，节省了成本

带动企业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致富产业

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 。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 ，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及数量值 ，如指标名称“培训人

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 、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 ，如

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 ，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 ，如指标名称“成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
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 ，如指标名称“新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
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 ，如指标名称“空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
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 ，如指标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
“降低20%以上”。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 ，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
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
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新冠肺炎疫情管控
主管部门及代码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联系人 王菌 联系电话 13755813598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形势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
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应急模拟演练 1
防控物质储备 充足

质量指标 防控储备物资安全性 安全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率 及时

社会效益指标
处置及时率 100%
通告及时率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
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
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
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成
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新
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空
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
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到90%以上”。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联系人 钟宏伟 联系电话 13707028486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81
其中：财政拨款 681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有序对乡镇卫生院实施建设，购置医疗设备，提升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乡镇卫生院改扩建数量 4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竣工时间 年底前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卫生院建设能力 有所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卫生院服务能力 有所提升
卫生院环境改善 大幅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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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具体数量成
果指标名称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

得到成果的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85%以上”；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

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
标名称“成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
标名称“新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

标名称“空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

值，如指标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标内容”和“指标
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受训人员满意度”，指标值“达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 实施单位 信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联系人 钟宏伟 联系电话 13707028486

项目属性 当年项目 项目日期范围
2021/1/1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医共体星村、金盆山、金鸡、柳塘分院定位，完成相关设备采购和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县域医共体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共体实施单位 4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实施进度 2021年底完成
成本指标 财政补助标准 300万/所
经济效益指

标
医共体实施单位收入 有所提升

社会效益指
标

医共体成员单位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生态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分级诊疗制度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满意度 明显提升

项目绩效目标：描述实施项目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3．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

    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

实现的具体数量成果指标名称及数量值，如指标名称“培训人员数”，指标值“500人”；    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其“指标内容”和“指标值
”：填报项目完成后得到成果的质量水平指标名称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培训合格率”，指标值“达到    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

    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4．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财政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
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等。    “经济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经济方面的具体效益指

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成本节省率”，指标值“达到2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社会方面的具体效益指
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新生儿成活率”，指标值“提升到98%以上”。    “生态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环境方面的具体效益指
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空气质量指数”，指标值“全年一级标准天数200天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中的“指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
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指标名称“能源消耗水平”，指标值“降低20%以上”。5．服务对象满意程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对财政支出效果的满意程度，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其“指
标内容”和“指标值”：填报 项目完成后实现的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的具体指标和指标值，如指标名6.绩效目标填报规则：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定量指标占比不

低于60%；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7.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