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办事处营业场所租金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260.00

其中:财政拨款 26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为保持业务连续性，继续为高新园区广大单位和职工群众办事提供方便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及时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及时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赁高办营业场所数
量

=1个

质量指标
高办营业大厅是否可
以办公

是

时效指标 租赁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高新园区办事处营业
场所方便广大单位和
职工群众办事

具备高新园区办事处营
业场所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高新园区办事处员工
满意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供暖空调系统维修改造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292.09

其中:财政拨款 292.09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预期要达到的产出：2019年底之前完成中心4个业务网点的供暖空调系统
改造及所有网点的空调维修维护。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设备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人满意度 ≥90%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职工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核心保修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526.84

其中:财政拨款 526.84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核心机房维保：1、按照计划保证核心机房全年安全不断电运行；2、确
保核心机房巡检率达100%；3、保证维保设备故障解决率达到100%；
二、核心设备及网络维保：1、确保中心核心设备及网络周期性巡检率达
100%；2、确保中心核心设备及网络故障处理率达100%；3、确保中心核心业
务系统平稳运行；
三、呼叫中心维保：确保呼叫中心巡检率达100%；2、确保呼叫中心故障处
理率达100%；3、确保中心呼叫中心系统平稳运行；
四、蓝光存储维保：1、确保中心冷数据平台及蓝光光盘库周期性巡检率达
100%；2、确保中心冷数据平台及蓝光光盘库故障处理率达100%；3、确保中
心核心数据万无一失；
五、综合业务系统维保：确保中心核心及外围系统平稳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资金使用率 =100%

项目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核心机房维保设备数量 461

核心机房巡检频率 1次/月

核心设备维保数量 116

核心软件维保数量 10

核心设备巡检频率 2次/周

呼叫中心维保设备数量 27

呼叫中心维保软件数量 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呼叫中心巡检频率 1次/季

蓝光存维保设备数量储 1

蓝光存储维保软件数量 2

蓝光存储巡检率 2次/年

综合业务系统维保系统数
量

14

综合业务系统巡检频率 2次/周

质量指标
运维系统故障修复率 =100%

运维系统故障修复时间 ≤4小时

时效指标 系统设备维护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管理完备性 完备

运维保障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系统使用者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软硬件更新采购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95.28

其中:财政拨款 95.28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2018存储扩容及杀病毒软件项目：1、病毒查杀率达到95%；2、保证
系统周期性维护率达到100%；3、保证全年系统平稳运行。
二、2019年设备更新采购：1、按照工作计划对设备进行更换；2、按照合
同要求，设备进行巡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8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共性指标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A3合同打印机 12

网络设备 3

计算机采购数 120

杀毒软件采购数量 5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长效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系统使用者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视频会议系统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

01
2019-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预期要达到的产出：2019年底之前建设完成一套满足中心工作需要的视
频会议系统，实现中心14个网点会议室互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满足中心工作需要的视
频会议系统

=1套

设备采购数量 及时

质量指标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设备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9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职工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网站监控服务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8-01-

01
2019-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5.95

其中:财政拨款 5.95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所有监测项目完好率达到100%；
2、安全报告按时提供；
3、渗透测试服务期内完成并出具修复建议和复测服务。时间低于5小时
。年度累计故障恢复时间低于48小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进度安排科学性 科学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100%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共性指标

项目管理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控服务器数量 =6台

渗透测试 =1次

质量指标 漏洞扫描 1次/20分钟

时效指标 应急响应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系统使用者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新业务模块开发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

01
2019-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288.09

其中:财政拨款 288.09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保证按系统需求测试通过率达到100%；
2、保证优化后系统平稳运行。备符合相关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预算执行率 ≥8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进度安排科学性 科学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共性指标

项目管理

设备巡检情况 完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发交易数量 ≥200

质量指标 交易验收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系统使用者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灾备机房租赁或构建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

01
2021-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9.70

其中:财政拨款 9.7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按照计划保证灾备设备的安全运行；
2、定时发送灾备设备运行报告；
3、发生故障，报送率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用机柜数量 1

质量指标 系统运行正常日率 ≥95%

时效指标 故障报送及时率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系统使用者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长兴岛办事处房款摊销

主管部门
[087]大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087001]大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

01
2019-12-

31

项目资金(万
元)

年度预算 225.0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按年度摊销长兴岛办事处房款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度摊销次数 =1

质量指标 摊销额与计划额比例 ≥80%

时效指标 摊销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摊销工作人员满意度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