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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市笏 )整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2021生 F月護)

部「1(単
位 )名称 マ 州Ⅲ場騰制局麒

年度履取

目林

有数預防和

ド警尋挙重金唇壌ζf最企夙告1馨葬
事

含替実現 “三今全面 "。 友布消費鍵杖相美警示和

投訴分析扱告:快真升展戸外庁告和倍銃媒体庁告抽査監測,及吋友現査処虚俄遠法庁告行力。汰真掩

掘我市商林資源,杭理潜在的弛名商林和地理林志資源,提高品牌知名度。狙須升展打書侍梢宣倍活

劫,努力提高公森 “防茫特鎖、沢別特鎖、還高侍ぽ 的意沢。

2020年完成冷鍵大数据監控平台建没。

賄要供座商提供的集貿市場屯子汁倫秤声生的大数据,力 it量監管服努。

全面落実企並主体責任,碗保姪菅食品辰量安全,増張人民群森食品消費信心。保障全市中小学、幼ノL

国姉生的食品安全。

通達升展食品、食用衣声品市日性、季市性食品以及其他食品安全凩隆較大的釣200余紳食品力抽栓品

紳,以常規栓測疱曰力基硼,以致病性微生物、衣菊残留、書菊残留、重金属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安全性指林力主,預期得到真実、客現、可皐的数据信息。抽栓中友現的不合格食品信息及吋按照規定

進行特か,由監管部 |]和 執法部 |]及吋核査処畳,保障食品安全,打書和震慨食品達法犯罪行力,保障

消費者杖益。
″
通述監督抽栓,監督栓査,友現庚量安全隠患,規疱生産径菅使用秩序;通辻培り|,提高監管人員並

努能力,履行監管取責,更加有数地保障人民群森身体健康。特紳没各万台死亡率低千0.46,堅決杜絶

較大及以上生声安全事故。保障全市it量器具有数湖源和准碗,提高声品願量。加大汁量法律、法規和

政策的普法宣倍工作,i■社会各界美注it量、支持汁量工作,力市能減排工作提供技木支禅。升展監督

抽査工作覆蓋40今 以上重点声品,監督抽査完成対500家企立800今批次声品逆行監督抽査。基本掌握全

市大気汚染防治、重点消費品、昨可IIEttilE声品等重点行並重点声品声品辰量忌体状況,不断提高我市

声品頂量恵体水平。

推逃落実反量張市哉略。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屯梯物咲同智慧化盗管

実施屯梯物咲圏智能化監管,具体指在屯梯机房

和斬廂内加装特感器、智能祝頻等信息采集装

置,送用物朕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木手段

搭建起屯梯安全智能管理系銃,実現屯梯通程監

沢1、 故障自劫根警、困人快速救援、隠患防疱預

警、廣量性能坪倍等功能,能鯵大幅提升屯梯智

能化管理水平。

市場主体管理

制作文明城信径菅主体公示牌匠和印制宣借品;

打苦特鋼宣特;元 iIE元 照径菅査赴工作宣借、安

全生声工作宣借、防疱打苦和赴畳J卜法集資工作

宣倍:消費雛杖法律法規宣特;対成品油加油靖

、卒用尿未定期抽栓;逃行抽栓声外庁告、特銃

媒体 F｀

・
告祥本来集;随机抽取市局注朋登氾的企

立,市局逆行栓査信用信息分炎監管数据分析 ;

流通飯域商品反量抽査栓始。

冷笹食品安全智慧化監

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林准食品冷笹物流工生規疱

》 (GB31605-2020)、 《河南省物流降本増数宗

合改革拭点建没実施方案》 (豫友改服勢立

[2020]8号 文件)用 三年吋同,鼓励全市大型冷庫

、冷鍵這輸卒輌、冷蔵冷祢前畳合温湿度数据納

入平台監管,実現温度数据銭上監控、分象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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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要

任努

屯子汁伶秤智慧監管

2020年 1月 始,城区内132今集貿市場屯子汁介秤
智慧監管体系遊入常恣化成用,初歩杓建集貿市

場智慧監管長数机制。

食品安全示疱単位全J建

対全市30家升展信息化建没食用衣声品市場 (含

2家 自建系銃的大型食用衣声品集中交易市場 ,

28家中小型食用衣声品集中交易市場)避行実ネト
。対2020年全市100家成功含J建食品小作坊示疱

単位逃行笑ネト

幼ノL園厨房明厨亮泣建没 保障全市中小学、幼ノL困帰生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監管 升展食品安全監督抽栓。

豹品安全監管

監督栓査,友現反量安全隠患,規疱生声径菅使

用秩序:通辻培り||,提高監管人員並努能力,履
行監管取責,更加有数地保障人民群余身体健康

打造反量張市

推逃願量張市、張具 (区 )建没升展庚量張市学
コ交流相美工作,升展辰量工作相美指林分析
凋,姐須、迎接庚量工作督査考核,召升廣量工

作会決,升展推ナ
｀́
先逃反量管理方法培り|1学コ交

流等相美活劫,升展願量宣借及其他灰量張市相

夫活劫。

反量技木監督和安全監管

一是対城中村改造項目、回迂安畳房、使用10年

以上 (含 10年 )住宅小区在用屯梯:地鉄靖、火

牟靖、大型商超等人員密集場所屯梯:群余投訴

率校高的屯梯逆行抽査。二是対芳劫密集性企立

使用的起重机械、場 (「 )内机劫卒輌;景区、

滸示国等人員密集場所込菅的大型済示没施、客
送索道、場 (「 )内机劫牟輌逃行抽査。三是対

芳劫密集型企立使用的蒸汽偶炉、熟水偶炉、有
机熟載体偶炉:危化品相美圧力容器、圧力管道

逃行抽査。四是対取得4可資灰未満1年的:近 2

年友生辻特神没各事故的;近2年友生辻因声品

欽陥実施張制召回的:挙根投訴較多且径碗汰属

実的特紳没各生声単位、移劫式圧力容器、気瓶
充装単位、特神没各栓詮机杓遊行抽査。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5875.74万 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5875。 74万元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4816.24万 元

(2)項 目支出 11059.5万元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株値 度量単位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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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工作任雰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猿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凋整率 0 %

結韓鈷余率 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是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100 %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須敷坪介完成率 100 %

坪伶結果皮用率 100 %

実施物咲同的屯梯台数 4万 台 定性指林

卒用尿素抽栓 30ノト 定性指林

双随机一公升抽栓 150戸 定性指林

元ilE元 照径菅査楚工作宣倍

、安全生声宣侍、防疱打古

和赴置♯法集資宣借

3次 定性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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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流通頷域商品庚量抽査栓馳 150批 次 定性指林

成品油抽栓 4004ト 定性指林

升展打吉侍錆宣倍活動 1次 定性指林

双随机一公升抽査しヒ例 >〕 5% %

双随机監管覆蓋率 ン20% %

大型冷庫加装温控感泣没各 ン20万平方米 定性指林

冷蔵冷祢前畳合加装温控感

泣没各
>500今 定性指林

冷鍵送愉卒輌加装温控感庄

没各
>1000輌 定性指林

監管集貿市場数量 定性指林

屯子秤it量作弊行力 定性指林

升展信息化建没食用衣声品
|ド 場家数

=30,贅 定性指林

成功創建食品小作坊示疱単

位家数
=100家 定性指林

30家升展信息化建没食用衣

声品市lyJ
聡1文合格 定性指林

100家 食品小作坊示疱単位

唸 1文合格
唸 1文合格 定性指林

中小学和幼ノし国 “互咲同没 5262哀 定性指林

保障入国幼りし的欽食健康 保障 定性指林

挙か食品監管培り|| =1批次 定性指林

食品安全監督抽栓 =30000詢比と欠 定性指林

生声企並体系栓査 >30家 定性指林

食品生声企立浄可申査 ン320家 定性指林

生声杵可申江単元 >390家 定性指林

栓査生声企立 >100家 定性指林



督尋栓査食品経営単位数 >100家 定性指林

抽栓猪果公示率 =100% %

培切1考核通辻率 ン90% %

升展豹品化枚品、抽唸医庁

器械抽唸
=410批次 定性指林

升展商品化枚品、抽唸医庁

器械培り|

=1批次 定性指林

栓査医庁器械生声姪菅企 =215家 定性指林

抽栓錆果通知率 =100% %

培ツ|1考核迷林率 >90% %

監督抽査562批次祥品 定性指林

十量監督抽査企立数量 定性指林

是否迭到安全送行条件
有数過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友生
定性指林

il‐ 量器具合格率 95% %

安全込行吋敷 有数栓唸周期内 定性指林

推遊庚量張市工作落実情況 8項 定性指林

履取数益

数益指林

提供安全保提供安全保障
有数預防屯梯安全事故 ,

碗保人民生命財声安全
定性指林

更好友拝市場作用,以公正

監管促公平党争
是 定性指林

対食品冷笹流通述程中冷庫

、冷蔵卒輌、冷桓的温度、

位置、速度等数据在銭盗控

保障 定性指林

食品企立自律意沢 提高 定性指林

盗管人員立勢能力 提升 定性指林

抽栓結果利用率 =100% %

保障公余用笏安全 保障 定性指林

提供特神没各安全保障

加張特神没各安全工作 ,

預防特神没各事故。稲扶

企並提高防疱凩隆能力

定性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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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友布声品辰量信息 定期友布声品願量信息

落実辰量張市哉略工作区

具迷100%

人イl]対中小小学幼りL困

推劫升展政府願量工作満意 測坪覆蓋邦州市具区



附件3

市吸部門 ( 申覇酵ヽ
鞍 縣

単

称

＜

名

日

＞

部

位

、報 ,栽 上吸布置的各項青項任勢。
年度履双

目林
査亦各癸径済達法達規案

年度

主要

任分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基本支出和人員径費支出
這棲径費

799.4

預算情況

部I]預算恵額 (万 元 )

799.4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799,4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指林値    1  度量単位
一致指林 二坂指林 三致指林

オロ)く 定性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双目林相夫性

工作任券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完整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寺項資金如化率   |     ン 元寺項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預算執行率 ン 100%

預算凋整率 ≪ 5%

猪緒猪余率 く 0%

“三公径費"控制率 く 100%

政府采賄執行率 ン 100%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真実 定性指林
決算真実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管理市1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膚、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ン 100%

猿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部|]妖数坪伶完成率 ン 100%

坪倫結果庇用率 ン 100%

及吋 定性指林

声出指析

案件亦理的及吋性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各完成情況
活劫挙亦的及吋性 及吋 定性指林

市場上管力度 張化 定性指林

数益指林

履駅数益 笙押市場秩序 有数 定性指林

消費者窄榜意沢 増強 定性指林

ン 100%

満意度

案件満意度

ン %



附件3:

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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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ロ 専位)整:休鏡数 日栃書申根表

ズ

蠍理方ヾ 聰 (2021年 頑L盗ゝ
部|](単
位)名称 ギ⑮■ 01批分局flゞ

ド¬駿懇/フ慟

年度履駅

目林

誉饗Sで雀参月晨渥曇暑箸曇馨続暴量
市場

馨富暑展猛蜃 畳電鶏昇暑曾委富
邦州片区 朋登氾工作,指早 キ康 冊登泥平作:冬車タト市
投資企立及外国企立常駐代表机杓注冊登氾核 和外国 (地区)企立在豫

炊事生声径菅核准 ;負責市本象登氾的企立和河南自貿区邦州片区市場主体股杖反押、

劫声抵押登泥工作 ;負責食品、商品、医庁器械、化枚品、十量林准器具、特紳没各等

方面的行政申批,負責相美行政申批杵可事項的現場申核査強工作;負責上象下放和委

托的有美申批事項。

年度

主要

任雰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邦州市政雰服雰中心注冊申批工作 注冊官助理逃行注冊登氾4甫 助性服雰

注朋申批工作法律服努及便民措施及后勤

服雰

法律盗洵、訴松代理、及由『寄iI照等便民措

施;印制菅立執照、反栓、食萄杵可iT、 梢

案袋等、拍黒除悪、ヨト法集資宣倍

注冊申批分局込特経費 分局全体干部取工人員笙費及公用経費

萩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 元 ) 1538 2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538 21

(2)其他資金

資金姑杓:(1)基本支出 1358 21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禄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日ウヽ 定性指禄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禄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網化率 ン 100%

預算執行率 ン 100%



一致指林 二象指禄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預算和スオ雰管理

預算調整率 く 10%

鈷特結余率 く 0%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 100%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 1000/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スオ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禄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ン 1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部 |]須致澤倫完成率 > 100%

坪倫結果座用率 > 95%

声出指林
履取目株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注冊官助理芳努費 ≪ 620000ラl

4甫早解決案件的正碗率 > 95%

活劫挙亦的及吋性 及 吋 定性指林

案件亦理的及吋性 及 吋 定性指林

敷益指禄

履取敷益

市場監管力度 張化 定性指禄

鍵押市場秩序 有数 定性指林

消費者鍵枚意沢 増 張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案件満意度 ン



「可 須数日林申損表

fヽ

財 ー
邦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鉄路和執道分局

年度履以

目林

F

完成市場監管工作,在規定区域内依法査処達法径菅行力。

度

要

勢

年

主

任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市場監督管理
声品辰量技木監督、特神没各安全盗察、介格

監督、行政申批、食菱安全監督、宗合執法。

市場監督管理
負責鉄路、地鉄、城隊鉄路体制内和姑内市場

監督管理工作。

預算情況

部 i]預算恵額 (万元 ) 1071.077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071.0775

(2)其他資金

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1066.0775

(2)項 目支出 5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坂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勢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ン 100%

預算執行率 ン 100%

預算調整率 ≪ 10%

結繊結余率 ≪ 0。 10%



一象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三公経費"控制率 ≪ 100%

政府来殉執行率 ン 10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鏡数管理

須数盟控完成率 ン 100%

鏡敷自坪完成率 ン 100%

部 11須敷坪倫完成率 ン 100%

坪介結果泣用率 ン 100%

声出指林
履駅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監督監察数 > 99%

数益指林

履駅敷益

監督盗察有数性 有数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服努対象満意度 ≫ 98%



附件3

市須部「] 敷須体

Ｄ

整

２‐年

ノヽ　　卿

位単／

ヽ

響
グ部11(単

位)名称 ヽ y

年度履取

目林

負責全市屯子商努径菅碧円絡厳品炭場及有美服発行力的盗
         重耳喬径菅者的数据岸建没、管理和国絡市場盗管ヽ

靖同絡巡査、定向監沢1和銭索分流:負責全市同姑屯子林沢各案管理工作;負責全市屯

子商努径菅者信用分美監管:負責全市岡絡市場屯子数据取iIE、 II据管理,跡助升展司

法益定;負責全市回絡交易重大案件和跨区域案件的査処;跡助倣好同絡交易商品辰量

的盟督、抽査和処畳工作:負責同絡輿情盗沢J,受理消費者同絡消費申 (投 )訴、挙扱

、各洵,友布図絡交易警示,防茫同絡交易凩隆;負責邦州市同絡交易監管平合的建没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同絡交易監督管理事努

主体数据推送服努、第二方存江服努、同監

系銃繊榜月隧努、青項捜索月艮努、人員駐場服

努。其中主体数据推送服努、国監系銃第ナ

服努和人員駐場服努属子同盟平台建没的配

套服努,寺項捜索服努是力了支禅同監定向

監沢1,第二方存iIE服努是力了支禅屯子数据

預算情況

部l]預算恵額 (万元 ) 1025.6401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025.6401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925.6401

(2)項 目支出 100

一致指林 二象指禄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夫性 相夫 定性指林

工作任勢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株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萩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 100 %



一致指林 二致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執行率 ン100 %

預算調整率 ≪ 0 %

結特結余率 ≪ 0 %

“三公径費
″
控市1率 ≪ 100 %

政府采殉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禄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 100 %

象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i薇数坪介完成率 ≧〕100 %

坪倫結果座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抽栓完成数 ン 100 次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抽栓有数性 有数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服勢対象満意 ン100 %



附件3:

部11

位 )

単

称

く

名

l書診甥凸 木中 測紳心

年度履取

目林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it量栓定
力量値准碗提供保障,具体包括:工作汁量

器具強制栓定,工作汁量器具埼it量林准器

具栓定沢1拭与校准,it量技木基硼建没

灰量栓強

力保ilF声 品灰量提供保障,具体包括:授杖

疱曰声品願量監督栓強,仲栽栓強釜定埼生

声寺可栓強,相美委托栓唸埼政府委托声品

辰量粒強

声品条碍服努 代亦商品条偶新増和紋展立分

栓強制 l技木研究 it量科学、栓測技本方法均林准手段研究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2648.9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648.9

(2)其他資金

2、 資金第杓:(1)基本支出 1413.9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坂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績数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ン 90%

預算執行率 ン 85%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調整率 く 5%

錯特結余率 く 3%

“三公径費"控制率 く 95%

政府来殉仇行率 ン 9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十J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萩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禄

墳数管理

妖数監控完成率 1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

部「]笏数坪扮完成率 100%

坪倫結果皮用率 > 80%

声出指林

省、市監督抽査 ン 100批次

新建汁量林准 5項

覆駅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張制栓定汁量器具 > 10万台件

汁量林准器湖源率

=品庚量風陰栓淑l

100%

符合 政府庚量管理要求

数益指株

履取数益

315消費者枚益日 完成 免費栓測

520け量 日 完成 免費栓測

跡助監管部l]監 督栓査 提供 技木支持

満意度

管理部l]満意度 > 95%

企立満意度 > 95%



附件3:

市扱 目林申扱表

単

称

＜

名

日

＞

部

位

/

.3撫衡轟」急い
年度履取

目林

野震譜F簗華賽薬藤攀蜜で確L竃霜E督麹誓澄項翠f忍皇:場塔冒奄昇驚電霜径替麺

畳工作的基本経費保障,通辻項目実施,基本建立覆蓋全市区域的96333屯梯庄急処置平

台,実現全市区域内的屯梯困人泣急処畳。一是泣急処畳平台日常送菅鍵伊;二是屯梯

座急救援林恢牌制作張貼;三是賄采芳雰月艮努保障24小 吋泣急接警;四是推庁96333屯

梯熟銭及安全乗梯宣借。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屯梯庄急処畳立努経費項目

対屯梯座急処畳平台日常込菅象夕;屯梯成

急救援林恢牌制作張貼;殉采芳雰服努保障

24小 吋座急接警;推庁96333屯梯熟銭及在各

大国絡媒体遊行安全乗梯宣4t;升展安全知

沢宣沸,使市民増張安全保障意沢。

預算情況

部 l]預算恵額 (万元 ) 380.14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380.14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98.84

(2)項 目支出 181.3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うに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聯百催y ttn m+めと4年 硼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綱化率 ン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95% %

預算凋整率 〔(10% %

魚 襲ズ鳶

響
〕

「
硫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姑橋結余率
ヽ

く〔0% %

“三公経費"控制率 く〔80% %

政府采殉拭行率 ン8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規定及吋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ン95% %

須数自坪完成率 >95% %

部|]鏡数坪介完成率 ン95% %

坪倫結果座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配套没施完没各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全市屯梯納入平台じヒ率 ン95% %

全市屯梯事故救援及吋

性
及吋 定性指林

数益指林

履取敷益 市民乗梯安全意沢 塁著増張 定性指林

満意度 民余満意度 ン90% %



附件3:

市吸 整体須数目林申扱表

21年度 )

単

称

＜

名

日

＞

部

位
邦州市食品菱品栓詮所

年度履駅
目林

保障各癸侠器没各正常透行象夕,碗保栓唸数据的准碗性。実現基本方物品紳、基晨常

用商品、医庁机杓制斉J、 中成菱惨傍惨椴、日常監督栓聡等全覆蓋栓詮,対市場上的保

健食品及化枚品逃行栓詮,井按吋出具栓詮報告,栓強根告弔准碗率迷到100%,同 吋通

述承担委托栓詮,指早食品菱品企立晋格按照林准姐鉄生声,城信径菅,保障全市人民

炊食用萄安全。力政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食品方品委托栓詮数量

承担上級下迷的食品、商品、保健食品及化

汝品栓唸及抽栓工作。承担委托栓品豹1240

批次。

栓強侠器的雄修繊夕、栓定数量 鍵修及栓定数量320台

市局抽栓処委托食品変品抽栓任勢 預it抽栓任各量2800批次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420.83万 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855.83万 元

(2)項 目支出 565万元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美ロ

ロ
■
″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敷指林合理性 合理 定性指林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如化率 ン100% %

預算執行率 ン100% %



痴 ^勇Pヽ

一致指林 二鴛≠粂ぎP Υ翡 指林値 度量単位

預算和

儡ヅ 100%≪ %

委グ 100%く %

“三公姪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ン 100%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規定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ン100% %

須数自平完成率 ン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ン100% %

坪倫結果皮用率 ン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完成栓唸報告弔数量 1240 分

供器没各栓定、雄修窄

榜数量
320

ム
口

完成栓詮根告事灰量 loo%正碗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社会数益

逃一歩規疱食品、菱品

、保健食品、化牧品市

場。

掟数管理
力監管部l]提供技木支

禅。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ン85% %

ン %



附件3:

市須部|](単位)整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2021年度 )

部il(単
位)名称

邦州市食品変品稽査支臥

年度履取

目林

加彊対執法人員培切|,提升執法人員素願,集中升展寺項治理,以寺項整治力重点,双
快炊芦査亦神癸豹械案件,打苦制造似劣萄械遠法行力,堅持稽査打俣ち宣借教育相結

合,充分利用紳癸媒体遊行宣借,菅造気日,規疱好食品商品企立在生声、径菅和使用

行力。保障人友群森用萄欽食安全。

年度

主要

任各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投入和管理 目林

2021年輪亦各癸三品一械案件1300件 ,凋査

核実神癸食品萄品受理案件450件 ,亦理食品

商品筒易程序案件38件 ,一般程序案件210件

声出指林

核共受理案件≧450件 ,亦理筒易程序案件≧

38件 ,一般程序案件≧210件 。各炎受理件的

核査率込到100%,回 隻率込到100%,符合立

案条件的立案率込rl1loo%,当 年的立案案件

結案率90%。

数果日林及影噛力目林

通辻査亦案件,打仮治劣,実施行政処罰 ,

推遊両法行刑衛接,降低食品菱品的遠法犯

罪頻次,提升人民群余使用萄品的合格率 ,

吃上放心萄,提振人民群森欽食安全的信

心,吃上安全食品。規疱食品豹品市場秩

序,保障人民群余炊食用方安全。

預算情況

部 |]預算恵額 (万元 ) 1351.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351.5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051.5

(2)項 目支出 300

一致指林 二致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預算笏制合理性 合 理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ン 100%

預算執行率 44 92%

預算調整率

結特結余率 60〔〔 55.08%

“三公経費"控制率 56.4〔〔 65.25%

政府来賄拭行率 0 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 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100≧ン 1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100,ン 100%

部 |]須数坪伶完成率 100〕ン 100%

坪介錆果座用率 95ン 95%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数量
筒易程序≧38、 一般程序
≧210、 姑案率≧90

辰量
回夏率 100%、 核査率
100%、 立案率100%

吋数 1年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径済敷益

社会敷益

規疱食品勿品市場秩序 規 疱

満意度

敷果日禄 802) 80%

影噛カロ林 90ン 9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級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預算資金到位情況 100%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知化率 100,ン 100%

預算執行率 44.92%

預算調整率 0 0

猪特猪余率 60〔〔 55.08%

“三公経費"控制率 56.4≪ 65.25%

政府采殉執行率 0 0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猿数監控完成率 100,〕 100%

鏡数自坪完成率 100,ン 100%

部 i]鏡数坪介完成率 100,ン 100%

坪介結果成用率 95ン 95%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数量
筒易程序≧38、 一般程序
≧210、 結案率≧90

辰量
回隻率 100%、 核査率

100%、 ェ案率100%

吋数 1年

数益指林

履取敷益

径済数益

社会数益

規疱食品商品市場秩序 規疱

満意度

数果目林 80ン 80%

影輌力 日林 90ン 90%

劣ボ



附件3:

市微部「](単位)整体須敷目林申扱表
(2021年度 )

部「](単
位 )名称

邦州市食品菱品稽査支臥

年度履取

目林

加張対抗法人員培切|,提升机法人員未反,集中升展寺項治理,以寺項整治力重点,炊
快炊晋査亦神美変械案件,打書制造俣劣萄械達法行力,堅持稽査打仮与宣借教育相結
合,充分利用神炎媒体逃行宣特,菅造気日,規疱好食品商品企立在生声、多菅和使用
行力。保障人友群余用変欽食安全。

年度

主要

任努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投入和管理目林

2021年特亦各美三品一械案件1300件 ,調査
核実神癸食品菱品受理案件450件 ,亦理食品
商品筒易程序条件38件 ,一般程序案件210件

声出指林

核実受理案件≧450件 ,亦理筒易程序案件≧

38件 ,一般程序案件≧210件 。各癸受理件的
核査率迷到100%,回 隻率迷到100%,符 合立

案条件的立案率送到100%,当 年的立案案件
結案率90%。

数果目林及影輌力目林

通辻査亦案件 ,打俣治劣,実施行政処罰 ,

推遊丙法行刑衛接 ,降低食品変品的遠法犯

罪頻次,提升人民群余使用菊品的合格率 ,

吃上放心豹,提振人民群余炊食安全的信
心,吃上安全食品。規疱食品菱品市場秩

序,保障人民群余炊食用変安全。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1351.5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1351.5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1051.5

(2)項 目支出 300

一致指林 二級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投入管理 預算執行率 100%

預算編制合理性 預算縮制合理性 合理



● ●■

附件3:

量技木監督局稽査支臥部11(単

;升展査処)

等達法行力 ;

堡得算等霊「景景決薔曇法淫像鏡漏樫破洛具
｀

査処達法行カ

T曇 3量退養昴]≧省
防控声品反量寺項栓査、大気汚染防治寺項行劫及有美

声品寺項整治。
升展青項整治行劫

萎 嶼
437.5212

(2)項 目支出

年度履以目林相美性

工作目林管理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勢管理

預算和財努管理

投入管理

指林 敷盟控完成率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伶結果成用率

達法案件立案査処率

履以目林和主要

任勢完成情況

定吋限内猪案率

挙扱投訴接赴率

行政夏洪、訴松敗訴案件数

窄夕人民群余合法枚益和社

群余満意度



附件3:

市須部「可 (単位)整体須敷目

(2021年度 )

単

称
ぐ
名

部

位
邦州市物倫栓査所

年度履駅

目林

立足市場監管行政机法工作取能,以仇化菅商不境、鍵夕企立和群会合法収益、打吉倫格等飯域連法行

力力己任,全力lL劫邦州市経済社会友展。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持紋倣好渉企牧費監管工作。
加弧商立銀行等企立融資不市、4t供屯不市1文 費監管 ,

同時対物流飯域1文 費、行政宙批中介服雰、行並協会1文

費加彊監管,切実減経企立負担。

秋板笙夕群余合法伶格枚益。
夕1須升展教育1文 費、医庁牧費、房地声倫格等青項栓

査,査赴各癸乱1文費行力。

鍵押公平有序的市場倫格秩序。
対大型商超、衣貿市場、各癸医豹il■鎖店升展栓査和巡
査,督尋倣好明偶林扮工作,倣到城信祭菅,保持市場

倫格平穏。

預算情況

部「1預算恵額 (万元) 591.7147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591 7147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591 7147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指

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材t利 1美性
符合国家省市宏規政策,萩算

項目IJ工作相符井合理安‖ト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工作任雰有明碗須数日林,lj

本部「]汁支」和任雰一致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工作任9・

‐預算項目須数日林

坪倫清晰可衡量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預算端制完整性
部

'11文

入和支出全部納入預算

管理
定性指林

青項資金如化率 ≫

預算執行率
'195

預算凋整ネ (ミ 15

第結夕吉余率 く20 %

ｒ

Ｆ

ヽ



嘔

一象指林 1象指1/JN 三象指林

添

柳』が訳 度量単位

“三公督押'控制
11讐ヨ彗素1進

政府采殉執行率 く`〔「 プ
決算真実性 曖曇桑筆機塊Lttit藤本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指

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資金使用規疱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財勢制度健全合理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吋按規定公升預決算 定ヤト指1/」 N

資声管理規疱性 資声赴畳合規,1文入及吋 L教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鏡数監控完成率 》

須数自坪完成ネ > OO

部「」鏡数汗俳完成ネ ン

坪倫笙果lli/用 率 ン90

声出指l1/1N

履取目1/JN和 主要任雰

完成情況

倣好渉企1文 費盗管工作 ,'用 査赴渉企乱牧費 明湿改善

移く扱繊夕群余倫格合法枚益 晋粛査赴達法規定的倫格行力 明呈改善

繊夕公十有序的市場倫格秩

序
反対市場空断,雄夕公平党争 明霊改善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服雰対象的外済致益 咎済数益 有一定増加

群余対改善菅商不境的反映 社会数益 明昆改善

市場主体対公干党争的市場

秩序的反映
社会数益 明塁改善

満意度

服勢対象対改善菅商不境的

満意度
>95

li象 単位対我単位工作的満

意度 '195

_`ロ ロ

「

刊
ワ

′



附件3:

市須部 |] (1巨イ 目林申扱表

栓査所部11(単
位〉名称

立足市場監管行政仇法工作取能,以仇化菅商ネ境、象夕企立和群余合法枚益、打古倫格等飯域達法行

力力己任,全力推劫邦州市径済社会友展。

加張商並銀行等企立融資不ti、 結供屯不市1文費監管 ,

同時対物流飯域牧費、行政常批中介服努、行立協会1文

費加張監管,切文減経企立負担。
持銭徴好渉企1文 費監管工作。

_2H象升展教育1文 費、医庁1文費、房地声伶格等寺項栓

査,査賛各癸乱1文 費行力。秋扱鍵ナ群森合法倫格収益。

対大型商超、衣貿市場、各癸医菱連鎖店升展栓査和巡

査,督早倣好明偶1/JN伶工作,徹到城信姪菅,保持市場

伶格平稔。
雛夕公平有序的市場倫格秩序。

部IJ預算恵額 (万元) 591 7147

預算情況

591.7147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2)其他資金

591 7147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符合国家省市宏現政策,預算

項目[」 工作相符丼合理安‖F
年度履取日1/1N相美性

工作目林管理
工作任雰有明碗須数日林 ,

本部

'lit剣

和任努一致工作任勢科学性

定性指林
工作任雰 預算項日須数日林

坪倫清晰可衡量象数指林合理性

預算編制完整性

青項資金綱化率

預算執行率

預算調整率

第結第余率

投入管理指

林

預算禾Π財各管理

年度履取

日林

度

要

各

年

主

任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一致指林 ■飯指林 三致指1/1N 指171N値 度量単位

定性指株

定ヤけ旨林

部IJl文入和支出全部納入預算

管理
定性指林

≫

≫95

く 15 %

・‐‐20



れ 騰砲さ

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吸指
だ

さ
度量単位

蟄薇 協 Ⅸ 翔
政府来賄執行率 く`ヒξ %

決算真実性 決算根表数据句会it敗本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指

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資金使用規疱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財各制度健全合理 定性指栃t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吋按規定公升預決算 定性指 1/1N

資声管理規疱性 資声赴畳合規,1文入及吋 |:微 定性指林

鏡数管理

績数監控完成ネ >

須数自平完成率 >

部「I績数坪倫完成率 >

坪伶錆果庇用ネ >9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任雰

完成情況

倣好渉企1文 費監管工作 メ′粛査楚渉企舌Ll文 費 明塁改善

秋板笙夕群余倫格合法叔益 声粛査楚連法規定的倫格行力 明塁改善

継伊公平有序的 rド 場合格秩

序
反対市場4断 ,鍵夕公平党争 明呈改善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服労対象的多済数益 多済致益 有一定増加

群余対改善菅商不境的反映 社会数益 明壺改善

市場主体対公平党争的市場

秩序的反映
社会数益 明豆改善

満意度

服努対象対改善菅商不境的

満意度
ン95

11奴単位対我単位工作的満

意度
)シ 95

ll

′



卜・ゝ

日 (単位 )整体績数日林申扱表
(2021年度 )

舅 財 ダ 邦州市知沢声71■繊枚保伊中心

年度雇聯
目林

ミdピぱじ魔r″曇日統健全知沢声枚保押体系,晋格保押、堅決打古侵枚行力。張化庚量尋向,推劫企立結型升級和姪済社会創新友展,在重点声立、美健技
ボ飯域,釈板培育高倫値寺利。建没知沢声枚張市,菅造一流的菅商不境。

年度

主要

任雰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加張政策引早,分致分美管理,提升高灰量念」造
修汀完善政策措施,提高万人高倫値友明寺利摘有量,探索以枡値分析力基拙的寺利分象分癸管理
,推逃早航成用,以屯子信息声上、装各|」 造立等高成機性声立集群和生物及制方声立、新材料声
位等哉略性新米声立力重点,推功高附カロ値寺利在声立健上下滸之同的含」造、込用及成果4t化。

友揮経済敷能,促逃成果結化,実施高数益返用 全面倣好張企培育,弄展知沢声枚辰押融資,友揮知沢声枚這菅基金作用,促選知惧声枚轄化。

平房打苦侵枚,完善政策措施,推功高水平保炒
リロ大懇治知惧声枚侵枚行力,加張知沢声枚雛枚援助,伐化い同保炒,健全行政執法部「]之同知恢
立枚銭索通扱、条件跡か、朕合拭法、定期会商等市」度。

健全工作机制,培育寺並臥伍,完善高層次服努

巳立完善企並均金融机櫓需求対接机制,充分這用 (中 部 )知恢声枚這菅中心心交易平台,創新知
沢声枚交易机市1,実現知沢声枚姪済敷益和社会敷益,促避知沢声板有蚊這用与声立化,推逃寺利
呆陰,侵犯寺利枚責任保陰、知惧声枚疲押融資保隆、知沢声枚繰合責任保陰等立努這菅,寺利保
全工作全面舗升。

提升寺立水平,孤好学コ培切|,建投高素廣臥伍
t功各項上分能力提升,実施 “知沢声枚自丼堂"il支 J,培 育知沢声枚人オ.姐須市級、具 (市、
区)管理部11人員学刀培JI,姐奴以上企立知沢声枚退菅、知沢jt枚保榜人オ培訓|.

仇化菅商不境,波厚知惧声杖文化気日,,高密度
普及宣特。

■須大型宣特活劫,升展426知 沢声枚宣特活周,中国寺利周大型宣佑活動,定期友布 《知沢声枚
呆́ 状況》自皮事,全面升展知沢声枚普及教育、通程教育。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553.09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553.09

(2)其他資金

2、 資金結杓:(1)基本支出 553.09

(2)項 目支出

一致指棒 二吸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定性指林 充分

工作任雰科学性 定性指林 科学

須数指林合理性 定性指林 合理

預算和財努管理

預算縮制完整性 定性指林 完整

寺項資金劉化率 >

預算執行率 > 100%

預算調整率 く

結積結余率 く 0

“三公径費
″
控制率 く 40%

政府采賄執行率 > 95%

決算真実性 定性指林 真実



投入管理指

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定性指林 合規

管理制度健全性 定性指林 健全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定性指林 公升

資声管理規疱性 定性指林 規 疱

須数管理

妖数監控完成率 > %

猿数自坪完成率 >

郭|]須数坪倫完成率 >

呼枡姑果庇用率 >

声出指林
履駅目林和主要任努完

成情況

し口張政策引早,分微分癸

旨理,提升高反量創造
定性指林 提 升

促遊成果結化,実施高数

益送用
定性指林 様化

売善政策措施,推劫高水

平保榜
定性指林 完善

健全工作机制,培育寺並

吹伍,完善高尿次服努
定性指林 健全

提升寺並水平,孤好学コ

培切|,建没高素反駄伍
定性指林 提 升

洗化曹商不境,液厚知リ

吉枚文化気田,,高密度

普及宣借。

定性指林 仇化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建全知惧声枚保伊体系 定性指林 健全

昔造仇反的菅商不境 定性指林 仇化

満意度

]風努対象満意度 >



附件3:

明暉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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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１

＞

部

位

白

ぶ 町 )a"1ヤ芥中■4′

年度履駅

目林 輪‐凛諄簿醜貧L靭遜臨♂鮮醜薇製鶴討
踏姐雌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雰名称 主要内容

升展四項盗沢1工作
商品、化汝品不良反成盗沢1、 医庁器械不良

事件盗沢1、 4物濫用上沢|。

預算情兄

部

'1預

算恵額 (万元 ) 60.60万元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60.60万元

(2)其他資金 0

2、 資金錯杓:(1)基本支出 60.60万元

(2)項 目支出 0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吸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双目林相美性 相美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各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細化率 100% %

預算執行率 100 %

預算調整率 0 %

錯緒結余率 0% %

“三公径費"控制率 10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100 %

表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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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指林 二吸指林 三吸
L嘉
象 】●1聯 度量単位

甲真実性＼“が
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是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敷監控完成率 100% %

鏡数自坪完成率 100% %

部門須数坪介完成率 100% %

坪介結果泣用率 10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菱品、化汝品不良反庇

盗沢1完成率
100%

医庁器械不良事件盗沢1

、変物濫用盟沢1完成率
100%

敷益指林

履駅数益
保障群余用方、化、械

方面的健康和安全。
有数

満意度 群余満意度 90> %



附件3:

市須部門 ( 敷目林申扱表

部il(単
位)名称

玉:幕扇薦再
蕪藤写蕩

藻頭窄杖中心

年度履取

目林 i3?lm纏鮨輯褥⑮藷]撚憑瑯巡穐鍮雛杖工作;負責相美信息的分析工作:升展消費

`挙扱平台建没,升展相美培切|。                      ______

年度

主要

任 2.‐

任勢名称 主要内容

消費者投訴挙扱的受理、処理
提供全市12315投 訴挙扱熱銭接晴服努工作,負

責炊事12315消 費窄杖熟銭的在銭姿洵以及投訴挙
IEヌКlコ   ′ヽti杢笙

消費雄杖法律法規宣借

毎年度315期 同及日常的 《消費者枚益保押法》

消費窄杖相美政策、措施的宣倍;庁場活劫安

排;全市的消費第杖工作推声、12315“五遊 "

及放心消費CJ建相美資料印制   _
以

相夫信息的分析 消費不境坪伶,消費警示及挙扱投訴分析

人員培り||

指尋全市12315投訴挙扱平台建没,升展相美培切|

預算情況

部11預算恵額 (万元 ) 602.7731

姿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602.7731

(2)其他資金 0

盗全 第粕 :(1)某 木 す 出 438.2731

(2)項 目支出 164.5000

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目林管理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オロ,(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科学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合 理 定性指林

預算和財雰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 整 中性才旨株

青項資金細化率 ン 100 %

預算執行率 ン 100 %

預算凋整率 ≪10 %

結特結余率 <5 %

“三公径費"控制率 <80 %

政府采賄執行率 ン95 %

決算真実性 真実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 規 定性指林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按規定及吋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疱性 規 疱 定性指林

須数管理

須数盗控完成率 ン 100 %

笏数自坪完成率 ン 100 %

部|]須数坪介完成率 ン 100 %

坪倫結果泣用率 ン80 %

声出指林
履取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消費警示及投訴分析扱告 6分

12315熟銭座席数 282二

数益指林
履取数益 12315熱銭接通率 85%

満意度 服努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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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履下
目林

場珀巫l幣場食盆加嶼消除嶼欲

凋控能力,碗保自

作 。然実害和突友事件友生吋食盆的安全供        盆儲各工

度

要

努

年

主

任

任努名称 主要内容

政府食盆儲各ネト貼資金
碗保自然欠害和突友事件友生吋食盆的安全

供座,倣好政府食盆脩各工作。

盆立行政執法寺項径費
加張食盆管理,碗保食盆反量安全和供座安

全。

基本支出 在編人員経費及公用経費

預算情況

部|]預算恵額 (万元 ) 553.3

1、 資金来源:(1)財政性資金 553.3

(2)其他資金

2、 資金猪杓:(1)基本支出

(2)項 目支出 285.3

一象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投入管理

指林

工作 目林管理

年度履歌 目林相美性 100% 定性指林

工作任努科学性 100% 定性指林

須数指林合理性 100% 定性指林

預算禾口財勢管理

預算編制完整性 完整 定性指林

寺項資金鋼化率 100% 100%

預算執行率 100% 100/0

預算調整率 元調整 %

結籍姑余率 元箱特 %

元交劫 %

”
■

　

．■
ご

“三公経費"控+1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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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指林 二象指林 三象指林 指林値 度量単位

年度履取目林相美性 100% 定性指林

政府采殉執行率 100'も %

決算真実性 一致 定性指林

投入管理

指林

預算和財努管理

資金使用合規性 合規 定性指林

管理+1度健全性 健全 定性指林

預決算信息公升性 公升 定性指林

資声管理規茫性 規 茫 定性指林

績数管理

須数監控完成率 完成 100%

須数自坪完成率 完成 1000/0

部1薇数浮介完成率 完成 100%

坪枡結果皮用率 ン %

声出指林
履取 目林和主要

任努完成情況

食盆備各量 ン8850 口屯

緒各食盆辰量合格率 100% %

居民声合格嶼盆食用率 〉90%

嶼盆覆蓋率 ン950/0
0/o

食盆抽祥祥品 ン 100 %

数益指林 食盆市場秩序稔定性

2 次

0 次

〉90% %

満意度

保障食盆安全 ン90%
Ol

政府緒各食盆数量及願

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