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大型修缮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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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00

其中：项目自

治区本级已分
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79.00

　　其中：财政拨款 379.00 　　其中：财政拨款 379.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专项用于彩票市场调控方面的省际之
间、机构之间、品种之间协调发展，

维护彩票发行销售安全、市场秩序、

社会公益形象等方面的补助资金。预

计2021年彩票市场调控资金-大型修
缮项目预算379万元，具体项目包

括：1.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项目 300

万元，主要用于300家销售场所形象

建设及改造。2.直属视频友爱销售厅
装修费79万元，主要用于改善销售厅

基层网点形象建设。

年度绩效目标

（本级已分配

资金）

专项用于彩票市场调控方面的省际之间、机构之间

、品种之间协调发展，维护彩票发行销售安全、市

场秩序、社会公益形象等方面的补助资金。预计
2021年彩票市场调控资金-大型修缮项目预算379万

元，具体项目包括：1.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项目 

300万元，主要用于300家销售场所形象建设及改造

。2.直属视频友爱销售厅装修费79万元，主要用于
改善销售厅基层网点形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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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直属视频友爱销售厅装修项目 1家直属中福在线销售厅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项目 300家投注站点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保障彩票销售工作正常销售，改善彩民
购彩环境。

1家直属销售厅及300家投
注站点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项目建设完成时间 2021年底前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项目 30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直属视频友爱销售厅装修 79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有效提升彩票知名度，提高彩票销量，

筹集更多公益金

预计筹集彩票公益金3.24

亿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彩票发行销售渠道建设成果 显著提升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彩票系统信息化建设效果 显著提升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彩民对销售场所的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彩票市场调控-其他支出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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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00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860.00

　　其中：财政拨款 1250.00 　　其中：财政拨款 125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610.00 　　结余结转 610.00

年度总体绩效目

标

专项用于彩票市场调控方面的省际之间
、机构之间、品种之间协调发展，预计

2021年彩票市场调控资金-其他支出项

目预算1860万元，具体项目 包括1.电

脑票系统服务费860万元主要为彩票销
售分布集群系统、第三方接入平台系统

、同城灾备软件系统服务、机房硬件系

统维护保养等。2.网络视频项目1000万

元，利用平台针对彩民精准宣传，给彩
民提供玩彩的辅助工具和呈现数据统计

、分析，维护彩票发行销售安全、市场

秩序、社会公益形象等方面的补助资金

。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专项用于彩票市场调控方面的省际之间、机构之

间、品种之间协调发展，维护彩票发行销售安全

、市场秩序、社会公益形象等方面的补助资金。

预计2021年彩票市场调控资金-其他支出项目预算
1860万元，具体项目 包括1.电脑票系统服务费

860万元主要为彩票销售分布集群系统、第三方接

入平台系统、同城灾备软件系统服务、机房硬件

系统维护保养等。2.网络视频项目1000万元，利
用平台针对彩民精准宣传，给彩民提供玩彩的辅

助工具和呈现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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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电脑票系统服务（集群系统、第三

方接入平台系统、同城灾备系统）
1项

1、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网络视频系统服务（数据统计、分
析）

1项

1、产出指

标
质量指标（必填）

维护彩票发行销售安全，针对性开

展自主营销活动
正常运行

1、产出指
标

时效指标（必填） 项目建设完成时间 2021年底前

1、产出指

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网络视频项目 1000万元

1、产出指
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电脑票系统服务项目 860万元

2、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彩民参与度 显著提高

2、效益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筹集彩票公益金

预计筹集彩票公益金3.24

亿元

2、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彩票系统信息化建设程度 有效提升

2、效益指
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3、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投注站业主和彩民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维修（护）费-彩票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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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0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26.00

　　其中：财政拨款 326.00 　　其中：财政拨款 326.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预计2021年委托业务费-维修（护）费）-
彩票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费326万元，具体

项目包括：1.设备维保100万元，主要对彩

票销售系统、综合安全接入系统、便捷支

付系统等维保费用。2、等级保护测评费68
万元，根据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对中心全

部系统进行安全等级测评检测。3、通讯线

路费70万元，主要用于对电信、联通、移

动彩票销售电路费用。4、其他费用88万
元，主要支付中心机柜租赁费22万元、机

房电费30万元、安全接入系统尾款12万元

、公证费24万元对开奖数据进行专封存，

确保原始数据安全。建立彩票发行销售系
统的开发、集成、测试、维护及运营操

作，完善数据的备份、数据恢复、防病毒

、防入侵等安全措施，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预计2021年委托业务费-维修（护）费）-彩票系

统建设和运行维护费326万元，用于建立彩票发
行销售系统的开发、集成、测试、维护及运营操

作，完善数据的备份、数据恢复、防病毒、防入

侵等安全措施，确保系统安全运行，其中：

1.设备维保100万元，主要对彩票销售系统、综
合安全接入系统、便捷支付系统等维保费用。

2、等级保护测评费68万元，根据网络安全法相

关规定对中心全部系统进行安全等级测评检测。

3、通讯线路费70万元，主要用于对电信、联通
、移动彩票销售电路费用。

4、其他费用88万元，主要支付中心机柜租赁费

22万元、机房电费30万元、安全接入系统尾款12

万元、公证费24万元对开奖数据进行专封存，确
保原始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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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专用通讯线路 12条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机房机柜租赁费（每架3670元） 6架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保障彩票销售系统工作合格率 95%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完成彩票销售机构采购彩票设备和

技术服务，依照政府采购法及规
定，以公开招标作为主要采购方式

上半年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等级保护测评费 68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通讯线路费 7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设备维保 10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其他费用（机柜租赁费、机房电费
、公证费）

88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筹集更多彩票公益金
预计筹集彩票公益金3.24

亿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确保彩票销售系统正常运行，保障
性工作。

促进彩票销量，预计2021
年彩票销量11.3亿。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市场性特点和彩票市场发展需要，

建立彩票发行销售系统，拓展彩票

促进彩票销量，预计2021

年彩票销量11.3亿。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投注站业主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委托业务费-市场宣传营销、推广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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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00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319.00

　　其中：财政拨款 519.00 　　其中：财政拨款 519.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800.00 　　结余结转 800.00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全年预计彩票销量11.3亿元，筹集公益金

3.43亿元。预计2021年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
-委托业务费-市场宣传营销、推广费1319万

元，具体项目包括：1.营销促销费500万

元，根据中福彩中心宣传计划开展自主营销

活动。2、彩票预制票据采购项目150万元，
333元/箱，用量约4504.5箱。3、走进刮刮

乐、双色球活动费及及印制宣传品印制等费

用95万元，其中走进刮刮乐、双色球费用25

万元； 印制宣传海报、宣传品费用50万
元； 即开票户外销售网点辅助设备物品20

万元。4、即开票整体运营服务项目310万

元，主要用于即开票运营管理决策平台的软

件开放、建设、运行维护服务。5、即开票
系统服务项目179万元，主要用于《即开票

订票系统》、《即开票营销售决策支持系统

》以及二次开奖、促销所需要的支持软件系

统。。6、广告宣传费用85万元，主要在新
消报开设福彩宣传专栏、在宁夏广播电台投

放音频广告。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展彩票

宣传营销、推广活动，提升彩票销售活动和

质量，宣传福彩政策，弘扬福彩文化，服务
彩民群体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根据彩票发行业务的专业性、市场特点和彩票市

场发展需要结合福彩中心全年度重点游戏市场推
广计划，及营销售活动，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开

展彩票宣传营销、推广活动，提升彩票销售活动

和质量，宣传福彩政策，弘扬福彩文化，服务彩

民群体。全年预计彩票销量11.3亿元，筹集公益
金3.43亿元。预计2021年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

委托业务费-市场宣传营销、推广费1319万元，

具体项目包括：1.营销促销费500万元，根据中

福彩中心宣传计划开展自主营销活动。2、彩票
预制票据采购项目150万元，333元/箱，用量约

4504.5箱。3、走进刮刮乐、双色球活动费及及

印制宣传品印制等费用95万元，其中走进刮刮乐

、双色球费用25万元； 印制宣传海报、宣传品
费用50万元； 即开票户外销售网点辅助设备物

品20万元。4、即开票整体运营服务项目310万

元，主要用于即开票运营管理决策平台的软件开

放、建设、运行维护服务。5、即开票系统服务
项目179万元，主要用于《即开票订票系统》、

《即开票营销售决策支持系统》以及二次开奖、

促销所需要的支持软件系统。。6、广告宣传费

用85万元，主要在新消报开设福彩宣传专栏、在
宁夏广播电台投放音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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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走进双色球、刮刮乐现场 4次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福彩游戏推广次数 12次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新消息报福彩宣传栏、官方微信平
台运营维护、宁夏日报福彩专版宣

800字专栏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即开票系统服务、即开票整体运营

服务
全区1100家投注站点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彩票销量 预计彩票销量11.3亿元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按照市场销售的实际情况适时推出

相应的市场宣传推广活动
2021年底完成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走进刮刮乐、双色球活动费及及印
制宣传品印制等费用

95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即开票系统服务项目 179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即开票整体运营服务项目 31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彩票预制票据采购项目 15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促销经费 50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广告宣传费用 85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福彩知名度和美誉度 有效提升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福彩文化宣传效果 显著提高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彩票销售活动效果和质量 有效提高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丰富彩民业余生活，培养彩民健康

购彩心态
效果显著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彩民业主和投注站业主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福彩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基本支出（人员支出）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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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28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160.28

　　其中：财政拨款 2160.28 　　其中：财政拨款 2160.28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2020年度区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批复》（宁人薪绩字【2020】231号）、宁夏

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呈报宁夏福利彩票

发行中心绩效工资实施细则的函》（宁民办

函【2011】64号）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
发2021年自治区本级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

的通知》（宁财（预）发【2020】342号），

属于保障性工作，人员经费包括工资性支出

、津贴及资金、社会保障缴费等。2021年预
算人员支出2160.28万元，其中工资性支出

1421.3万元、津贴及资金411.22万元、社会

保障费327.76万元。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2021年预算人员支出2160.28万元，其中工

资性支出1421.3万元、津贴及资金411.22万

元、社会保障费327.76万元。有效开展彩票

销售工作，确保彩票销售工作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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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彩票销售发行机构业务费-人员支出 161人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有效确保彩票销售工作正常开展
确保人员经费正常发
放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有效确保彩票销售工作正常运行 100%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工资性支出 1421.3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社会保障 327.76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津贴及资金 411.22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筹集更多公益金
筹集彩票公益金3.24
亿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彩票销售工作运行效率 有效提高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保障性工作
预计彩票销量11.3亿
元，筹集公益金3.24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保障性工作
预计彩票销量11.3亿

元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职工和彩民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福彩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其他支出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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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05.00

　　其中：财政拨款 305.00 　　其中：财政拨款 305.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依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
管理条例》测算说明，项目属于工作保障性项

目多年延续性项目。根据彩票发行业务的专业

性、市场特点和彩票市场发展需要开展保障性

工作。全年预计彩票销量11亿元，筹集公益金
3.43亿元。预计2021年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

其他支出305万元，具体项目包括：1、直属销

售厅日常开支费用16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日

常水费、电费、物业费、暖气费等费用。2、
法律顾问服务费15万元，主要解释说明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与适用，提供法律服务等。3.内

控信息化建设项目 130万元，主要包括预算编

审、分解下达、费用支出管理、采购过程管理
、合同管理、资产管理等为一体的闭环管理内

控系统。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1、直属销售厅日常开支费用160万元，主要

用于支付日常水费、电费、物业费、暖气费

等费用。2、法律顾问服务费15万元，主要解
释说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适用，提供法

律服务等。3.内控信息化建设项目 130万

元，主要包括预算编审、分解下达、费用支

出管理、采购过程管理、合同管理、资产管
理等为一体的闭环管理内控系统。有效开展

彩票销售工作，确保彩票销售工作正常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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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直属销售厅日常开支费用 7家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法律顾问费涉及人数 155人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内控信息化建设 6大模块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有效确保彩票销售工作开展 100%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有效确保大厅工作正常运行 100%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法律顾问服务费 15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直属销售厅日常开支费用 16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内控信息建设项目 130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筹集更多彩票公益金
预计筹集彩票公益金

3.24亿元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提高彩票销量
预计彩票销售11.3亿
元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保障性工作，拓展彩票销售渠道，
提升彩票销量

效果显著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职工和广大彩民满意度 90%



附件2

2021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福彩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日常公用支出

主管部门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
实施单位

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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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9
其中：项目

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89.09

　　其中：财政拨款 289.09 　　其中：财政拨款 289.09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年度区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批复

》（宁人薪绩字【2020】231号）、宁夏回族

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呈报宁夏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绩效工资实施细则的函》（宁民办函【

2011】64号）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1年自治区本级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的

通知》（宁财（预）发【2020】342号），属
保障性工作，1.-一般公用支出177.10万元

（161*11000=177.1万元）。2.单项核定科目

111.99万元，其中取暖费13.65万元，

848*161=13.65；物业费39.67万元，
（161*32*77）。会议费2.52万元，标准为

140元/天*0.5*60人*6次。培训费24.15万

元，参照全额事业单培训费标准实有人数

161*450元/天*1天*3次。公务车运行维护费
32万元，参照自治区本级行政单位公务运行

费4万元/年辆。以上费用合计289.09万元。

年度绩效目

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一般公用支出177.10万元，参照合额事业单

位每人每年11000元（161*11000=177.1万
元）。2.单项核定科目111.99万元，其中取

暖费13.65万元，按照每人每年848元核定，

848*161=13.65..物业费39.67万元，按照161

人每人32平方米标准核定物业面积
（161*32*77）。会议费2.52万元，统一执行

标准为140元/天*0.5*60人*6次。培训费

24.15万元，参照全额事业单培训费标准实有

人数161*450元/天*1天*3次。公务车运行维
护费32万元，参照自治区本级行政单位公务

运行费4万元/年辆。以上费用合计289.09万

元，有效开展福彩销售工作，保障彩票销售

工作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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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彩票销售机构业费一般公用支出 161人

1、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必填） 有效开展福彩销售工作 确保机关正常运行

1、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必填） 有效保障彩票销售工作正常运行 100%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会议费（单项定额） 2.52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一般公用支出 177.10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培训费（单项定额） 24.15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取暖费（单项定额） 13.65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物业费（单项定额） 39.67万元

1、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必填硬性指标） 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单项定额） 32万元

2、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筹集更多公益金 >80%

2、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选填） 确保彩票销售正常运行 >90%

2、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必填） 有效开展福彩销售工作 确保机关正常运行

2、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选填） 有效保障彩票销售工作 确保机关正常运行

3、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填） 职工和广大彩民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