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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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2020年根据《绵阳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及市局党委部署，支队牵头开展了《绵阳市养犬
管理条例》立法调研工作，完成了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调研，形成了体现绵阳特色的便于操作
的立法意见。 2021年将对《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开展立法工作，起草具体法律条款，需聘请专家
参与立法工作，开展专家论证，召开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并赴外省开展现场走访、召开专题
座谈，面向社会征集意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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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工作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2021年将对《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开展立法工作，起草具体法律条款，完成《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
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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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阶段各类宣传资料印刷费
数量：20000.00,单位：个,单价：1.00,金额：
20000.00

在各类新闻媒体发布立法草
案，征求意见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0000.00,金额：
30000.00

召开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聘请专家团队参与立法工作，
开展专家论证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80000.00,金额：
80000.00

数量指标
完成《《绵阳市养犬管理条
例》》法律条款的起草

1.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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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绵阳市养犬管理条
例》》法律条款的起草

拟定我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提交市政府，推进城市管
理体系建设，使我市犬只管理有法可依，提高市民依
法文明养犬意识，构建和谐平安绵阳。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收容处置流浪犬只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其他常年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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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为认真落实全市狂犬防治会议精神，贯彻执行市委市府关于加强城区犬患整治的指示，2019年3月以
来支队按照市局党委部署开展流浪犬只收容处置工作，不断加强对我市城区流浪犬只的捕捉、收容和
处置，从源头加强狂犬病的控制，确保市民人身安全不受狂犬病侵扰，年均捕捉、收容流浪犬、无主
犬300余只，分别送至动物爱好者设立的“窝窝流浪动物收容中心”和“志同道合流浪动物收容中
心”予以收容，每年需产生犬粮费、犬只绝育及免疫费用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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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容处置流浪犬只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开展流浪犬只收容处置工作，不断加强对我市城区流浪犬只的捕捉、收容和处置，加强城区犬患整治，从
源头加强狂犬病的控制，确保市民人身安全不受狂犬病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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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犬只收容处置协助捕捉支
出

数量：300.00,单位：个,单价：100.00,金额：
30000.00

流浪犬只收容处置犬粮支出
数量：300.00,单位：个,单价：220.00,金额：
66000.00

流浪犬只收容处置绝育免疫支
出

数量：300.00,单位：个,单价：680.00,金额：
204000.00

数量指标 流浪犬只收容处置工作 30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流浪犬只收容处置工作
加强城区犬患整治，从源头加强狂犬病的控制，确保
市民人身安全不受狂犬病侵扰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警用装备网络使用费

项目属性： 新增据实结算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业务费

功能科目编码： 2040219 科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

项目预算金额： 23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解决支队巡逻防暴处突所需车载、手持图传设备、执法记录仪、警务通等设备的网络使用费用，以保
障科技强警所需科技产品的正常使用，达到有效核查街面嫌疑人员，及时传输巡逻防控现场音频视
频，为日常治安巡逻防控、维稳处突及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保障，确保有效控制街面治安
秩序，提升支队巡逻防控能力和科技强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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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用装备网络使用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解决支队巡逻防暴处突所需车载、手持图传设备、执法记录仪、警务通等设备的网络使用费用，以保障科
技强警所需科技产品的正常使用，达到有效核查街面嫌疑人员，及时传输巡逻防控现场音频视频，为日常
治安巡逻防控、维稳处突及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保障，确保有效控制街面治安秩序，提升支队
巡逻防控能力和科技强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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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用装备网络使用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30000.00,金额：
230000.00

数量指标 警用装备网络使用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警用装备网络使用费

保障科技强警所需科技产品的正常使用，达到有效核
查街面嫌疑人员，及时传输巡逻防控现场音频视频，
为日常治安巡逻防控、维稳处突及现场指挥调度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保障，确保有效控制街面治安秩序，提
升支队巡逻防控能力和科技强警能力。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办公用房租赁及维修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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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该项目用于解决支队巡逻二、三、六大队2021年度业务用房租赁费用及各大队业务用房维修维护费
用，保障支队各大队的正常办公需求，从而顺利完成各项治安防控处突维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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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用房租赁及维修维护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解决支队巡逻2大队、巡逻3大队、巡逻6大队业务用房租赁费，对支队各部门业务用房开展日常维修维护
支出，保障支队各大队的正常办公需求，从而顺利完成各项治安防控处突维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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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逻2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7364.00,金额：
17364.00

巡逻6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77922.12,金额：
77922.00

巡逻3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3411.00,金额：
33411.00

年度业务用房维修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38403.00,金额：
38403.00

数量指标

巡逻6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1.00项

巡逻3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1.00项

巡逻2大队2021年业务房租赁
费

1.00项

年度大队业务用房维修维护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保障巡逻大队正常办公需求，确保顺利完成各项巡逻
防控勤务，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车辆、装备运行维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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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解决支队按照公安部“屯警街面、常态化武装巡逻、动中备勤”的要求对我市城区重要、复杂片区、
街道、场所开展反恐防暴武装巡逻工作所产生的燃修费用，确保反恐武装巡逻车辆的正常运转，从而
确保各项反恐防暴处突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解决支队5800余件反恐防暴处突维稳装备的日常维护维
修、损耗补充更换、设备更新换代等费用，确保各项反恐防暴装备正常运行，并得到不断更新，从而
使支队反恐防暴处突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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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运行维护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该项经费，可解决支队反恐武装巡逻车辆及各类反恐防暴处突装备运转所需费用，保障支队顺利完成
各项反恐维稳处突任务，确保我市社会治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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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反恐防暴处突装备运
行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300000.00,金额：
1300000.00

2021年度反恐武装巡逻车辆燃
修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700000.00,金额：
700000.00

数量指标

2021年度反恐防暴处突装备运
行维护费

1.00项

2021年度反恐武装巡逻车辆燃
修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解决支队反恐武装巡逻车辆及各类反恐防暴处突装备
运转所需费用，保障支队顺利完成各项反恐维稳处突
任务，确保我市社会治安稳定。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办案差旅业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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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220 科目名称： 执法办案

项目预算金额： 3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该项目用于解决支队2021年各项执法办案及异地维稳处突差旅业务支出。通过该项目能有效保障民警
执法办案及异地维稳处突所需办案、差旅业务经费，确保支队出色完成全年各项执法及维稳处突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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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案差旅业务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该项目用于解决支队2021年各项执法办案及异地维稳处突差旅业务支出。通过该项目能有效保障民警执
法办案及异地维稳处突所需办案、差旅业务经费，确保支队出色完成全年各项执法及维稳处突任务，有效
维护我市城区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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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异地维稳处突差旅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50000.00,金额：
150000.00

2020年度执法办案费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0,金额：
200000.00

数量指标
2020年度异地维稳处突差旅费 1.00项

2020年度执法办案费 1.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支队出色完成全年各项执法及维稳处突任务。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反恐防暴特种训练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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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特警训练纲要》及《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大力加强民警实战训练工作的通
知》，开展特警全员达标轮训、全员实弹射击训练、特警突击队专项训练等多种反恐防暴训练，使支
队能达到公安部、省公安厅下达的特警训练及考核要求，全面提升支队民警反恐防暴技能，使支队成
为我市一支训练有素、本领过硬、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能胜的反恐防暴尖刀力量，进一步提升
支队反恐防暴能力，以更好适应当前日益严峻复杂的反恐维稳形势，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社会治安事
件，全力维护我市良好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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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防暴特种训练培训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该项经费，使支队能达到公安部、省公安厅下达的特警训练及考核要求，全面提升支队民警反恐防暴
技能，使支队成为我市一支训练有素、本领过硬、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能胜的反恐防暴尖刀力量，
进一步提升支队反恐防暴能力，以更好适应当前日益严峻复杂的反恐维稳形势，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社会治
安事件，全力维护我市良好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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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反恐防暴训练子弹费

数量：186050.00,单位：个,单价：2.24,金额：
416752.00

2021年度反恐防暴训练枪支维
修更换费

数量：50.00,单位：个,单价：1664.96,金额：
83248.00

数量指标
2021年度反恐防暴训练子弹费 186050.00个

2021年度反恐防暴训练枪支维
修更换费

50.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使支队能达到公安部、省公安厅下达的特警训练及考
核要求，全面提升支队民警反恐防暴技能，使支队成
为我市一支训练有素、本领过硬、召之即来、来之即
战、战之能胜的反恐防暴尖刀力量，进一步提升支队
反恐防暴能力。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特巡警防暴警犬驯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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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299 科目名称： 其他公安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通过该项目经费，可解决支队警犬饲养所需费用，为支队特警大队警犬中队的正常运转提供有力保
障，从而增强支队在反恐武装巡逻及防暴处突、卡点盘查等方面的实效力，确保支队能出色完成各项
反恐防暴处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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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巡警防暴警犬驯养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该项目经费，可解决支队警犬饲养所需费用，为支队特警大队警犬中队的正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从
而增强支队在反恐武装巡逻及防暴处突、卡点盘查等方面的实效力，确保支队能出色完成各项反恐防暴处
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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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犬驯养经费
数量：21.00,单位：个,单价：14285.72,金额：
300000.00

数量指标 警犬驯养经费 21.00个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解决支队警犬饲养所需费用，为支队特警大队警犬中
队的正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从而增强支队在反恐武
装巡逻及防暴处突、卡点盘查等方面的实效力，确保
支队能出色完成各项反恐防暴处突任务。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巡警业务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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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该项经费用于解决支队2021年街面巡逻防控、维稳处突等各方面业务支出，以确保支队顺利完成对我
市城区的巡逻防控、维稳处突等工作，有效遏制、打击街面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市良好治安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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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警业务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1、开展城区街面巡逻防控，有效预防及打击街面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城区治安秩序；2、开展城区
反恐、防暴、处突工作，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治安氛围，提升市民安全感；3、开展
城区110接处警工作，处置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调解纠纷、化解矛盾、抢险救灾，救助群众等工作，使我
市街面治安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人民群众满意率≥95，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市城区街面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提高，为我市建设经济强市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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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稳处突
数量：240.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
600000.00

接处警
数量：50000.00,单位：次,单价：30.00,金额：
1500000.00

巡逻盘查
数量：500000.00,单位：人,单价：1.00,金额：
500000.00

警卫安保
数量：200.00,单位：次,单价：2500.00,金额：
500000.00

执法办案
数量：160.00,单位：人,单价：625.00,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接处警数量 50000.00次

执法办案数量 160.00人

警卫安保数量 200.00次

维稳处突数量 240.00次

巡逻盘查数量 50000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解决支队2021年街面巡逻防控、反恐防暴、维稳处
突、警卫安保等各方面业务支出，以确保支队顺利完
成对我市城区的巡逻防控、反恐暴等工作，有效遏
制、打击街面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市良好治安
秩序。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离职辅警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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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邓正春 联系电话： 2229754

项目概况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对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人员，按照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辅警
支付经济补偿金，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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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职辅警经济补偿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对合同到期终止劳动合同的人员，按照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辅警支付
经济补偿金，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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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合同到期辅警一次性经济
补偿金

数量：20.00,单位：人,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0

数量指标
支付合同到期辅警一次性经济
补偿金

20.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按照合同法及时支付辅警合同
终止一次性经济补偿金

离职辅警满意度>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