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绩效目标设置情况绩效目标设置情况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1 年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预算安排的项目 4 个，

支出预算 534 万元，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4 个，目前已完

成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及批复工作，具体包括：

1、就业专项市级补助资金 500 万元。主要用于本中心开

展就业创业工作所支出的经费。

2、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经费 15 万元。主要用于本中心开展

就业创业工作所支出的经费。

3、就业服务工作经费 15 万元。主要用于本中心开展就业

服务工作所支出的经费。

4、委托业务费 4 万元。主要用于本中心开展就业创业工

作所花费的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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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1 年度）

申报单位：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就业专项市级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预算执行单位 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类型 新增

项目期限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资金

申请

（万元）

500 万元

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1、统计信息科：购买第三方公共就业人才服务。2、就业服务科：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

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难就业，稳定现有公益性岗位人员就业。3、人才服务科：力

促完成年度见习目标任务。4、创业服务科：按照市政府《关于印发全民创业促就业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枣政发【2009】42 号）文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全民创业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

抓，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创业带动就业，以扩大就业为目的，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数量 30 人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人员数量 70 人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参加见习人数 300 人

产出 项目产出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

产出 项目产出 质量指标 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 %

产出 项目产出 成本指标 就业专项市级补助资金所需资金 500 万元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稳定现有公益性岗位人员就业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
提升适龄青年就业能力，增强就

业竞争力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就业困难人员满意度 95 %

其他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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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1 年度）

申报单位：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预算执行单位 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类型 延续

项目期限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资金

申请

（万元）

15 万元

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1、创业服务科：创业服务科举办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结合

创新创业要素，积极营造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环境支撑项目资金对接的良好全民创业环境，

着力打造集聚枣庄特色富有创新活力的创业生态，为实现我市创新发展持续发展培育新生力量。2、

市场服务科：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实现劳动力脱贫；定期召开春风行动，民营企业、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举办创业大赛数量； 1 次/年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招聘会场次 4 次

产出 项目产出 时效指标 创业大赛及扶贫工作按时进行 按时

产出 项目产出 质量指标
创业大赛及扶贫工作完成质量合

格率
100 %

产出 项目产出 成本指标 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经费 15 万元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引导社会各界力量量支持创新创

业，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热情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 促进就业创业工作可持续影响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参赛人员满意度 90 %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帮扶地区的认可度 100 %

其他

说明

该项目之前申报 17.9 万元，财政批复 15 万元，特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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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1 年度）

申报单位：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就业服务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预算执行单位 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类型 延续

项目期限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资金

申请

（万元）

15 万元

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1、宣传统计信息化科：通过在各类平台宣传就业创业服务政策，进一步扩大各项政策的覆盖面，

促进各项政策的落地生根，有效促进各类人员就业创业；对基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工作人员，进

行就业、创业、人才服务政策培训，提高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和综合素质；2、“四进项目”：帮助

基层解决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的问题，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双招双引中遇到的问题。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下基层工作天数 22 天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下基层工作人数 2 人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宣传活动开展天数 20 天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培训班次 2 次

产出 项目产出 时效指标 按时进行就业服务 按时

产出 项目产出 质量指标 就业服务工作完成合格率 100 %

产出 项目产出 成本指标 就业服务工作经费 15 万元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和综合素

质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 促进就业服务工作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培训满意度 98 %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帮扶地区满意度 90 %

其他

说明

该项目之前申报 15.5 万元，财政批复 15 万元，特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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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1 年度）

申报单位：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委托业务费

主管部门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预算执行单位 枣庄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项目类型 延续

项目期限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资金

申请

（万元）

4 万元

项目绩效年度目标

1、创业服务科：创业服务科举办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结合

创新创业要素，积极营造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环境支撑项目资金对接的良好全民创业环境，

着力打造集聚枣庄特色富有创新活力的创业生态，为实现我市创新发展持续发展培育新生力量。2、

职业培训科：贯彻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电话抽查人员数量 10000 人

产出 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
举办创业大赛数量（每年举办一

次大赛）
1 次

产出 项目产出 时效指标 委托业务按时完成 按时

产出 项目产出 质量指标 委托业务工作完成质量合格率 80 %

产出 项目产出 成本指标 委托业务费支出成本费用 4 万元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创新创

业，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热情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可持续影响 创业带动就业可持续影响力 是

效果 项目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90 %

其他

说明

该项目之前申报 5.1 万元，财政批复 4 万元，特此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