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交通事故及暂扣违法停车场租赁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4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注：将2020年暂扣违法停车20万列入此项目。此项目主要用于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扣留车辆停放地
地租赁费。将大力推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缓解城市拥堵压力。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交通事故及暂扣违法停车场租赁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扣留车辆停放地地租赁费。将大力推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缓解城市拥堵压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快处中心停车

数量：3.00,单位：个,单价：200000.00,金额：
600000.00

违法停车场
数量：4.00,单位：个,单价：200000.00,金额：
800000.00

数量指标
违法停车场 4.00个

快处中心停车 3.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事故处理工作 缓解城市拥堵压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事故当事人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交通事故处理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9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用于交通事故处理检验鉴定和办案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交通事故处理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道路交通事故的检验鉴定是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必要工作，也是化解社会矛盾，进入司法程序
的重要依据。经过对两年的事故鉴定费用统计和根据《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2017）211号）精神，事故检验鉴定费用在原有基础上大幅提高。事故鉴定费用中，尸体检验鉴
定由原来的1800元提高到了4000元，轻重伤鉴定由原来的550元提高到1100元，鉴定费用大幅提高。2.
对酒后驾车违法行为需抽取血液到专业机构进行酒精含量鉴定费用，以便为醉酒驾车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抽取血液到专业机构进行酒精含量鉴定，每次400元，按1000次计算，约需40万。3."《行政强制法》、
《信访条例》等相关规定，事故逃逸案件侦破，奖励等相关费用。根据事故案件总量约80000件计算，相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轻重伤鉴定
数量：200.00,单位：个,单价：1250.00,金额：
250000.00

酒驾血检
数量：958.00,单位：个,单价：400.00,金额：
383200.00

车辆安全技术、痕迹鉴定
数量：1120.00,单位：台,单价：1890.00,金额：
2116800.00

尸检
数量：250.00,单位：人,单价：600.00,金额：
150000.00

数量指标

酒驾血检 958.00次

车辆安全技术、痕迹鉴定 1120.00次

尸检 250.00人

轻重伤鉴定 20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事故鉴定处理工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新闻中心建设、交通安全宣传及春运交通整治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6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公民
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专项整治、大型安保活动、道路桥梁施
工交通组织以及交通安全生产月、122宣传月、十一黄金周、春运等重要节点宣传。新闻中心建设及
维护运行费用。实现素材采集、信息汇总、信息编辑、新闻发布、媒体无缝对接、网络舆情巡查和处
置、战时媒体值守等功能。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新闻中心建设、交通安全宣传及春运交通整治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提高全民交通安全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
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专项整治、大型安保活动、道
路桥梁施工交通组织以及交通安全生产月、122宣传月、十一黄金周、春运等重要节点宣传。新闻中心建
设及维护运行费用。实现素材采集、信息汇总、信息编辑、新闻发布、媒体无缝对接、网络舆情巡查和处
置、战时媒体值守等功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新闻中心建设及维护运行、实
现素材采集、信息汇总、信息
编辑、新闻发布、媒体无缝对
接、网络舆情巡查和处置、战
时媒体值守等功能。各种专项
整治、大型安保活动、道路桥
梁施工交通组织以及交通安全
生产月、122宣传月、十一黄金
周、春运等重要节点宣传，
（含媒体策划、活动组织、现
场布置、展板设置、资料印制
等）。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630000.00,金
额：630000.00

数量指标

按照部局和省总队要求，编辑
制作交通安全电视公益广告片2
部，交通安全微电影2部

2.00个

新闻中心建设及维护运行、实
现素材采集、信息汇总、信息
编辑、新闻发布、媒体无缝对
接、网络舆情巡查和处置、战
时媒体值守等功能。各种专项
整治、大型安保活动、道路桥
梁施工交通组织以及交通安全
生产月、122宣传月、十一黄金
周、春运等重要节点宣传，
（含媒体策划、活动组织、现
场布置、展板设置、资料印制
等）。

10.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促进作用 规范交通秩序，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防职业病体检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899,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为交警民辅警、事编人员、离退休干部、合同用工进行健康体检。。注：将2020年 辅助警务人员合
同到期一次性经济补偿金20万元、电子警察中心人员经费90万元、文明劝导员及管理辅助人员经费
115万元三个项目合计225万元进行合并。，其中1辅警一次性补偿从2020年20万调为130万元。干警
被装费从2020年的40万调入44万计2021年预算为84万、预防职业病体检费从2020年38.90万调入51
万为89.9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预防职业病体检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1、在职民警331人、事编人员23人，总计354人。所需费用总计515200元
（1）年龄40岁（含）以下的59人。共计71600 元
男性41人（体检费用1200元），小计49200.00元；女性16人（体检费用1400元），小计22400.00元
（2）年龄41岁-50岁（含）188人。共计270000元
男性154人（体检费用1400元），小计215600.00元；女性34人（体检费用1600元），小计54400.00元
（3）年龄50岁以上 107人， 共计173600元
男性95人（体检费用1600元），小计152000.00 元；女性12人（体检费用1800元），小计21600.00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354名干
警，82名退休干警，450名协
警，合同工36人,每年进行一次
职业病体检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899000.00,金额：
899000.00

数量指标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354名干
警，82名退休干警，450名协
警，合同工36人,每年进行一次
职业病体检费。

1.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身体健康，更好地为交通管理工作服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民警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干警被装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事编人员、车管所考试员及工作人员需统一着装，干警、协警警务技能培训必要的生活训练用被装；
警察防刺手套、反光背心、防暴盔、作训鞋、药品等个人防护装备。。注：将2020年 辅助警务人员
合同到期一次性经济补偿金20万元、电子警察中心人员经费90万元、文明劝导员及管理辅助人员经费
115万元三个项目合计225万元进行合并。，其中1辅警一次性补偿从2020年20万调为130万元。干警
被装费从2020年的40万调入44万计2021年预算为84万、预防职业病体检费从2020年38.90万调入51
万为89.9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干警被装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事编人员23人、车管所考试员及工作人员50人需统一着装，干警、协警警务技能培训必要的生活训练用
被装；警察防刺手套、反光背心、防暴盔、作训鞋、药品等个人防护装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事编人员23人、车管所考试员
及工作人员50人需统一着装，
按人均2500元计算需18万元；
每名干警、协警警务技能培训
必要的生活训练用被装约200
元；警察防刺手套70元、反光
背心150元、防暴盔200元、作
训鞋60元、药品等个人防护装
备约需42万。合计需要66万。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400000.00,金额：
400000.00

数量指标

事编人员23人、车管所考试员
及工作人员50人需统一着装，
按人均2500元计算需18万元；
每名干警、协警警务技能培训
必要的生活训练用被装约200
元；警察防刺手套70元、反光
背心150元、防暴盔200元、作
训鞋60元、药品等个人防护装
备约需42万。合计需要66万。

1.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着装，保证民警人身安全，促进工作顺利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民警及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移动警务通租用、通讯、网络、光纤租用、各园区自建信号灯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9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1、公安部 “十三五”平安中国建设规划要求，全国移动警务终端配备率达到民警的80%。2、根据
《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警务通APP软件推广应用工作方案》。3、根据公安部要求实现移动警务通
终端配备100%。省厅交管局《关于做好移动警务通通讯费的通知》，公安部和省厅要求应用移动警
务通开展工作移动警务通终端通过4G/3G卡传输数据，产生无线通信费确保支队一线执勤执法工作正
常开展。支撑全市公安信息网等业务开展，提高公安各类业务水平。4、实现各园区自建信号灯、监
控设备、联网联控。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移动警务通租用、通讯、网络、光纤租用、各园区自建信号灯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支队移动警务通终端配备率达到100%，
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执法的现代化、规范化，切实提高民警执法水平、便民服务水平和智能化交通管理水
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设备零星维护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400.00,金额：400.00

支队公安网、互联网、金财
网、党政网

数量：4.00,单位：个,单价：120000.00,金额：
480000.00

政务网与市级党政机关办公平
台联网通信费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社会建设监控点位接入通讯费
数量：310.00,单位：个,单价：1560.00,金额：
483600.00

各园区自建信号灯、电警、监
控设备联网联控（合同外广电
通信费）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00000.00,金额：
100000.00

车管所互联网无线热点通信费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支队移动警务通租赁、通讯费
数量：320.00,单位：台,单价：5625.00,金额：
1800000.00

微警务平台、智能交通互联网
系统信息发布费

数量：2.00,单位：个,单价：18000.00,金额：
36000.00

数量指标

车管所互联网无线热点通信费 1.00个

设备零星维护 1.00个

支队移动警务通租赁、通讯费 320.00台

微警务平台、智能交通互联网
系统信息发布费

2.00个

政务网与市级党政机关办公平
台联网通信费

1.00个

社会建设监控点位接入通讯费 310.00个

支队公安网、互联网、金财
网、党政网

4.00个

各园区自建信号灯、电警、监
控设备联网联控（合同外广电
通信费）

1.00批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移动警务通租用、通讯、网络、光纤租用、各园区自建信号灯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支队移动警务通终端配备率达到100%，
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执法的现代化、规范化，切实提高民警执法水平、便民服务水平和智能化交通管理水
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支队及5个直属大队与电信全网
(公安信息网、互联网、移动通
讯)合作业务租金

2021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支撑全市公安信息网等业务开展，提高公安各类业务
水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使用者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违法行为告知及处理成本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注：将2020年违法处理成本55万元列入此项目中。通过车主信息、驾驶人信息及时将相关交管信息
告知当事人。（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违法行为告知及处理成本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更好地规范2021年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工作，严厉打击买分卖分行为。通过车主信息、驾驶人信息及时将
相关交管信息告知当事人。（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交管业务（法律文书违法信息
告知）。绵阳城区6元/件、绵
阳各县（市）8元/件、省内其
他城市12元/件、省际其他城市
15元/件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290000.00,金额：
1290000.00

交管业务短信告知（非现场违
法告知信息、重大交通管理信
息）短信费。每条0.04元/条

数量：1.00,单位：批,单价：160000.00,金额：
160000.00

城区货车通行证印刷费
数量：30000.00,单位：个,单价：5.00,金额：
150000.00

违法行为代码册印刷费
数量：10000.00,单位：个,单价：10.00,金额：
100000.00

法律文书印刷费
数量：50000.00,单位：个,单价：6.00,金额：
300000.00

数量指标

法律文书印刷费 50000.00个

交管业务（法律文书违法信息
告知）。绵阳城区6元/件、绵
阳各县（市）8元/件、省内其
他城市12元/件、省际其他城市
15元/件

1.00批

城区货车通行证印刷费 30000.00个

法律文书印刷费 50000.00个

交管业务短信告知（非现场违
法告知信息、重大交通管理信
息）短信费。每条0.04元/条

1.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督促驾驶员及时处理违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中心业务用水电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中心业务日常用水用电费用.保证车管所检测线、一楼业务大厅考试、办证、车辆上
户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方便办事群众。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车辆及驾驶员管理中心业务用水电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车管所业务用水费约18万，业务用电费约80.8万。保证车管所检测线、一楼业务大厅考试、办证、车辆
上户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方便办事群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全年水、电费用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900000.00,金
额：900000.00

数量指标 水电 1.00日期区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车管所检测线、一楼业务大厅考试、办证、车辆
上户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方便办事群众。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车辆号牌、证照管理成本及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9,8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全市车管业务办理所需的号牌、临时号牌、登记证书、行驶证驾驶证证芯、外壳、档案袋、检验合格
标志等成本费及工作经费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车辆号牌、证照管理成本及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证全市车驾管各项业务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机动车驾驶证外壳
数量：250000.00,单位：个,单价：0.45,金额：
112500.00

机动车驾驶证
数量：250000.00,单位：套,单价：1.10,金额：
275000.00

挂车号牌
数量：2000.00,单位：个,单价：29.00,金额：
58000.00

临时号牌
数量：250000.00,单位：个,单价：0.70,金额：
175000.00

固封装置
数量：120000.00,单位：个,单价：1.20,金额：
144000.00

小型汽车号牌
数量：130000.00,单位：个,单价：41.00,金额：
5330000.00

电动自行车车牌
数量：50000.00,单位：个,单价：6.00,金额：
300000.00

低速载货汽车号牌
数量：2000.00,单位：个,单价：28.00,金额：
56000.00

机动车行驶证
数量：150000.00,单位：套,单价：1.10,金额：
165000.00

机动车行驶证外壳
数量：150000.00,单位：个,单价：0.45,金额：
67500.00

教练车号牌 数量：500.00,单位：个,单价：43.00,金额：21500.00

大型汽车号牌
数量：42000.00,单位：个,单价：44.00,金额：
1848000.00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数量：400000.00,单位：个,单价：0.30,金额：
120000.00

机动车登记证书
数量：100000.00,单位：个,单价：4.00,金额：
400000.00

机动车、驾驶人档案袋
数量：580000.00,单位：个,单价：0.60,金额：
348000.00

摩托车号牌
数量：19975.00,单位：个,单价：20.00,金额：
399500.0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车辆号牌、证照管理成本及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保证全市车驾管各项业务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机动车行驶证 150000.00套

大型汽车号牌 42000.00个

机动车、驾驶人档案袋 580000.00个

电动自行车车牌 50000.00个

教练车号牌 120.00个

小型汽车号牌 130000.00个

挂车号牌 930.00个

临时号牌 250000.00个

摩托车号牌 19975.00个

机动车驾驶证 250000.00套

机动车行驶证外壳 150000.00个

低速载货汽车号牌 1200.00个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400000.00个

机动车登记证书 100000.00个

机动车驾驶证外壳 250000.00个

固封装置 12000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车驾管业务正常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驾驶员考试成本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4,3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目前，全市社会化考场共12个。其中，县级考场有7个，三台、江油、安州、盐亭、梓潼、北川、平
武（仅理论考试）各一个，由县级财政保障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绵阳城区社会化考场共计5个，由市
级财政保障落实。为确保我市驾驶人考试工作的正常开展，需投入以下软硬件设备、办公耗材及购买
社会化考场服务。
一、考试专网及边界系统的改造项目。二、购置考试音视频存储服务器项目。三、购置考试监管系统
数据存储服务器项目。四、摩托车驾驶人科目一计算机考试系统软硬件设备项目。五、摩托车驾驶人
科目二考试智能评判系统项目。六、驾驶证档案影像化所需扫描仪高拍仪等设备项目。七、驾驶人考
试用耗材项目。八、购买社会化考场服务项目。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驾驶员考试成本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严格按照《公安部第139号令》、《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总队关于印发《全省公安
交通管理业务综合监管系统第一期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总队关于印发《深化公
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等部令文件要求，认真开展机动车驾驶
人考试各项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科目二考试补贴
数量：80100.00,单位：人次,单价：20.00,金额：
1602000.00

科目一考试补贴
数量：77000.00,单位：人次,单价：5.00,金额：
385000.00

科目三考试补贴
数量：90500.00,单位：人次,单价：26.00,金额：
2353000.00

数量指标

科目二考试补贴 80100.00人次

科目三考试补贴 90500.00人次

科目一考试补贴 77000.00人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驾驶员考试工作的顺利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区交安设施零星建设及维护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注：将2020年城区交通安全管理设施日常维护、维修费200万合并互此项目。
绵阳中心城区范围交通安全管理设施日常维护维修。中心城区范围按照《绵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划定，具体包括：涪城区工区街道、城厢街道、创
业园街道、
石塘街道、塘汛街道、普明街道、城郊街道全域和丰谷镇、杨家镇、吴家镇、青义镇、新皂镇、永兴
镇部分区域，游仙区科学城春雷街道、富乐街道、涪江街道全域和游仙街道、石马镇、小枧镇、新桥
镇、沉抗镇、松垭镇部分区域，安州区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部分区域。
本次预算不含科学城及安州区范围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区交安设施零星建设及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绵阳中心城区范围交通安全管理设施日常维护维修。中心城区范围按照《绵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划定，具体包括：涪城区工区街道、城厢街道、创业园
街道、
石塘街道、塘汛街道、普明街道、城郊街道全域和丰谷镇、杨家镇、吴家镇、青义镇、新皂镇、永兴镇部
分区域，游仙区科学城春雷街道、富乐街道、涪江街道全域和游仙街道、石马镇、小枧镇、新桥镇、沉抗
镇、松垭镇部分区域，安州区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部分区域。
本次预算不含科学城及安州区范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增加倒计时及调头灯
数量：50.00,单位：套,单价：2000.00,金额：
100000.00

交通标线维护维修
数量：40000.00,单位：平方米,单价：50.00,金额：
2000000.00

悬臂式分道指示牌
数量：30.00,单位：套,单价：20000.00,金额：
600000.00

主动发光标牌更换版面
数量：50.00,单位：平方米,单价：3500.00,金额：
175000.00

信号灯维护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4000.00,金额：
800000.00

标牌建设，计划新建各类标牌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1000.00,金额：
200000.00

交通标志维护维修
数量：200.00,单位：套,单价：500.00,金额：
100000.00

执法岗亭维护维修
数量：10.00,单位：个,单价：5000.00,金额：
50000.00

更换、增加箭头灯
数量：30.00,单位：套,单价：1900.00,金额：
57000.00

限高杆、龙门架维护 数量：9.00,单位：套,单价：2000.00,金额：18000.00

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
数量：3.00,单位：套,单价：100000.00,金额：
300000.00

新建信号灯3处
数量：3.00,单位：套,单价：200000.00,金额：
600000.00

数量指标

交通标线维护维修 40000.00平方米

交通标志维护维修 200.00套

更换、增加箭头灯 30.00套

限高杆、龙门架维护 9.00套

悬臂式分道指示牌 30.00套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区交安设施零星建设及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绵阳中心城区范围交通安全管理设施日常维护维修。中心城区范围按照《绵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划定，具体包括：涪城区工区街道、城厢街道、创业园
街道、
石塘街道、塘汛街道、普明街道、城郊街道全域和丰谷镇、杨家镇、吴家镇、青义镇、新皂镇、永兴镇部
分区域，游仙区科学城春雷街道、富乐街道、涪江街道全域和游仙街道、石马镇、小枧镇、新桥镇、沉抗
镇、松垭镇部分区域，安州区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部分区域。
本次预算不含科学城及安州区范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信号灯维护 200.00套

3处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 3.00套

标牌建设，计划新建各类标牌 200.00套

新建信号灯3处 3.00套

增加倒计时及调头灯 50.00套

主动发光标牌更换版面 50.00平方米

执法岗亭维护维修 1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促进交通畅通 保证城区及周边交通畅通，减少交通事故数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城区隔离栏维护费用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绵阳中心城区范围交通隔离栏维护维修。中心城区范围按照《绵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
2035）》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控制规模划定，具体包括：涪城区工区街道、城厢街道、创业园街道、
石塘街道、塘汛街道、普明街道、城郊街道全域和丰谷镇、杨家镇、吴家镇、青义镇、新皂镇、永兴
镇部分区域，游仙区科学城春雷街道、富乐街道、涪江街道全域和游仙街道、石马镇、小枧镇、新桥
镇、沉抗镇、松垭镇部分区域，安州区花荄镇、界牌镇、黄土镇部分区域。
本次预算不含科学城及安州区范围。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城区隔离栏维护费用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城区隔离栏搬移（城区大型活动、交通流变化，迁移护栏）、隔离栏维护维修。保证城区交通管
理，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隔离栏搬移（城区大型活动、
交通流变化，迁移护栏）、隔
离栏维护维修。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2000000.00,金
额：2000000.00

数量指标

隔离栏搬移（城区大型活动、
交通流变化，迁移护栏按20公
里计算）

20000.00米

隔离栏维护维修 64000.00米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城区交通管理，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确保交通
安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日常运行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按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
教育和审验教育工作规范》第三十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开展驾驶人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
工作，应当争取地方财政专项资金保障。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日常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严格按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工作规范》的总体要求，认真开展“两个教
育”各项教育宣传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基地租赁、维护、日常开支
数量：1.00,单位：日期区间内,单价：500000.00,金
额：500000.00

数量指标 基地租赁、维护、日常开支 1.00日期区间内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证驾驶员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辅警及聘用人员合同到期一次性经济补偿及劝导员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02 科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预算金额： 1,74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陈蒙原 联系电话： 2685959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到期辅警与单位解除劳务合同的补偿金。注：将2020年 辅助警务人员合同到期一次性经济
补偿金20万元、电子警察中心人员经费90万元、文明劝导员及管理辅助人员经费115万元三个项目合
计225万元进行合并。，其中1辅警一次性补偿从2020年20万调为130万元。干警被装费从2020年的
40万调入44万计2021年预算为84万、预防职业病体检费从2020年38.90万调入51万为89.9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辅警及聘用人员合同到期一次性经济补偿及劝导员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用于到期辅警与单位解除劳务合同的补偿金。2021年，有警务辅助人员合同到期有92人，按照人均每人
13000元标准的经济补偿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2021年，有警务辅助人员合同
到期有100人，按照人均每人
13000元标准的经济补偿金

数量：1.00,单位：个,单价：1740000.00,金额：
1740000.00

数量指标

2021年，有警务辅助人员合同
到期有93人，按照人均每人
15000元标准的经济补偿金

93.00人

合同工到期人员14人，预计
25000元/人，预计35万元

14.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警务辅助人员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