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社会福利院运营费（物业费及水电暖）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社会福利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1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94.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已分

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94.00 

  其中：财政拨款 294.00   其中：财政拨款 294.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金额为 294万元。1.物业费 59万元：全年物业费 236.25万元/

年（按照宁财（行）发[2014]45号文件计算），预计 2021年第三

季度投入使用，2021年申请第四季度物业费 59万元，2.收养人员

水电暖：206万元/年，3.设施设备维护费：29万元/年该项目实施

后，能够保证完成好民政收养和社会救助工作的条件下，积极和西

夏区、金凤区残联及疾控中心合作，开展精神残疾鉴定、社区义诊、

精神健康教育工作，并协同残联为银川市三区的精神障碍患者开展

免费发药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分配

资金） 

项目金额为 294万元。1.物业费 59万元：全年物业费 236.25万元/年（按

照宁财（行）发[2014]45号文件计算），预计 2021年第三季度投入使

用，2021年申请第四季度物业费 59万元，2.收养人员水电暖：206万元

/年，3.设施设备维护费：29万元/年该项目实施后，能够保证完成好民

政收养和社会救助工作的条件下，积极和西夏区、金凤区残联及疾控中

心合作，开展精神残疾鉴定、社区义诊、精神健康教育工作，并协同残

联为银川市三区的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免费发药工作。 

绩效类

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自治区

本级绩

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暖面积及天然气 34810平方米/5700方 

用水 35000立方 

设施设备维护 1年 

用电 2006242度 

第四季度物业费 1季度 

质量指标 
水电暖覆盖率 100% 

设备维修合格率 98%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 12月 

成本指标 

暖气费、天然气费 100万元 

水费 16万元 

维修费 29万元 



电费 90万元 

第四季度物业费 5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民政收养和社会救助工作 逐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治疗效果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供养对象满意度 85%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收养人员生活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社会福利院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1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410.67 
其中：项目自治区

本级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410.67 

  其中：财政拨款 410.67   其中：财政拨款 410.67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金额 410.67万元，本年完成对 274名福利收养对象

医、食、住、行，保障服务对象正常生活保障，最大限度

地满足服务对象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进一步完善集

中供养政策，提高护理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本

级已分配资金） 

项目金额 410.67 万元，宁夏社会福利院是民政厅直属的综合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也是经卫

生厅审批成立二级精神专科医院。主要任务是收养全区城镇“三无人员”及宁夏儿童福利院

年满 18 周岁的孤残青少年的治疗康复工作，同时也承担着全区城镇流浪乞讨精神病患者的

社会救助工作。 2020 年完成对 274 名福利收养对象医、食、住、行，保障服务对象正常生

活保障，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进一步完善集中供养政策，提

高护理水平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绩效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民政收养对象 274人 

质量指标 收养患者衣食住行保障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年 12月份执行完毕 

成本指标 收养人员生活费 410.67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供养对象正常生活医疗 逐步提升，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完成对 274名福利收养对象医、食、住、行，保障服务对象正常

生活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收养患者满意度 85%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备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社会福利院 

项目属性 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3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583.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已

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583.00 

  其中：财政拨款 2583.00   其中：财政拨款 2583.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初步

设计的函》宁发改审发〔2018〕76号，批复该项目设置床位 500张，总

建筑面积 22666平方米，其中综合康复楼 22166平方米，污水处理设施

500平方米。项目概算总投资 136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6873.63

万元，设备购置费 2294.39万元，安装工程费 2123.98万元，其他费用

919.17万元，医疗设备费 1000万元。预备费 388.83万元。该项目已完

成 9416.82万元。2021年需要 2583万元，其中需建设资金 1583万元，

需医疗设备采购资金 1000万元。该项目于 2021年 10月份完工并投入

使用。完成设备采购率 99%。该项目完工后增加住院床位数，增大门诊

就诊人次，受众人群广。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分

配资金） 

根据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初

步设计的函》宁发改审发〔2018〕76号，批复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

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设置床位 500张，总建筑面积

22666平方米，其中综合康复楼 22166平方米，污水处理设施 500平方

米。项目概算总投资 13600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 6873.63万元，

设备购置费 2294.39万元，安装工程费 2123.98万元，其他费用 919.17

万元，医疗设备费 1000万元。预备费 388.83万元。截止目前，该项

目已完成 9416.82万元。2021年需要 2583万元，其中需建设资金 1583

万元，需医疗设备采购资金 1000万元。该项目于 2021年 10月份完工

并投入使用。完成设备采购率 99%。 

绩效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设备 64排 128层 CT机 1台 

宁夏社会福利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设备建设项目总面积 22666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大于等于 95%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 2021年底完成 

成本指标 
医疗设备 64排 128层 CT机购置款 1000万元 

付宁夏社会福利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设备项目建设资金款 1583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利用资源满足就诊患者需求和服务社会水平 有效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履职基础和就医环境改善程度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8%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新建综合康复楼医疗及病房设备采购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社会福利院 

项目属性 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2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881.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已

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881.00 

  其中：财政拨款 1881.00   其中：财政拨款 1881.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关于批准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

水处理设施项目初步设计的函》宁发改审发〔2018〕76号，

批复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

施项目设置床位 500张，总建筑面积 22666平方米，其中综

合康复楼 22166平方米，污水处理设施 500平方米。该项目

于 2021年建成后投入使用，需采购 1-11层门诊、住院部、

康复等设备来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

性，目前国内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封闭式管理，护理及日常生

活管理都由护士负责，随着服务对象年龄的增长，躯体疾病

也逐年增加。又加上长期服用药物，更容易伴发躯体疾病。

为满足临床需要，我院需配备检查康复等多种医疗设备。当

年完成医疗设备及通用设备的采购。有计划的开展门诊、住

院、康复等各项工作。完成预期建设目标，提高民政救助能

力。2021年需采购设备等1881万元，其中购置医疗设备1424

万元、病房物资采购 457万元。投入使用后提高医疗诊疗水

平。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分

配资金） 

根据关于批准宁夏社会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

设施项目初步设计的函》宁发改审发〔2018〕76号，批复宁夏社会

福利院（民康医院）综合康复楼及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设置床位 500

张，总建筑面积 22666平方米，其中综合康复楼 22166平方米，污

水处理设施 500平方米。该项目于 2021年建成后投入使用，需采购

1-11层门诊、住院部、康复等设备来保障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精

神疾病的特殊性，目前国内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封闭式管理，护理及

日常生活管理都由护士负责，随着服务对象年龄的增长，躯体疾病

也逐年增加。又加上长期服用药物，更容易伴发躯体疾病。为满足

临床需要，我院需配备检查康复等多种医疗设备。当年完成医疗设

备及通用设备的采购。有计划的开展门诊、住院、康复等各项工作。

完成预期建设目标，提高民政救助能力。2021年采购设备数量 719

台，物资 7693件，金额总计 1881万元，其中购置医疗设备 1424万

元、病房物资采购 457万元。于 2021年完成采购并投入使用，达到

预期设定目标，使服务对象满意度达 85%以上。 

绩效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自治

区本

级绩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康复科设备采购量 23台/张/套 

检查设备采购量 16台/套 

采购设备调试率 大于等于 95% 



效指

标 

急诊科设备采购量 41台/张/套 

物理治疗设备采购量 2台/套 

新增科室设备采购量 637台/张 

病房物资采购 7693件 

质量指标 

设备性价比 性价比显著提高 

设备安装调试结果 
及时处理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达到工

作需求 

运转能力饱和率 设备使用率 95%以上 

时效指标 购置计划按期完成 2021年底完成设备采购并投入使用 

成本指标 

购置病房物资设备款 457万元 

购置物理治疗设备款 91万元 

购置检查设备款 970万元 

购置新增科室设备款 215.9万元 

购置急诊科设备款 39.3万元 

购置康复科设备款 107.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疗诊治水平和医疗设备使用效益 显著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就医获得感 显著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