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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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床位运营补贴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3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10.70

其中：项目自治区
本级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10.70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110.70 结余结转 110.70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宁政发﹝2014﹞44号）和自治区四厅局《关于宁夏老年人服
务中心养老服务价格及年度运营补助标准的通知》（宁价费发

（﹝2014﹞71号）关于床位运营补贴的相关规定：“民办和公

建民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以上的老年人实际占用

床位数计算全年平均数，每年由所在地市、县(区)财政给予每

张床位1800元的运营补贴，补助期限5年，宁夏老年人服务中

心为自治区民政厅直接管理的福利性事业单位，其运营补贴由

自治区财政厅核拨”。2021年对驻园养老服务团队补贴床位

665张，补贴金额110.7万元（100*900+565*1800）,使用以前

年度结转资金。通过补贴，鼓励民办机构投入养老服务运营，

减轻民办机构运营负担，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助推养老机构公

建民营运营模式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本

级已分配资金）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宁政

发﹝2014﹞44号）和自治区四厅局《关于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养老服

务价格及年度运营补助标准的通知》（宁价费发（﹝2014﹞71号）关

于床位运营补贴的相关规定：“民办和公建民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

住满一个月以上的老年人实际占用床位数计算全年平均数，每年由所

在地市、县(区)财政给予每张床位1800元的运营补贴，补助期限

5年，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为自治区民政厅直接管理的福利性事业单

位，其运营补贴由自治区财政厅核拨”。2021年对驻园养老服务团队

补贴床位665张，补贴金额110.7万元（100*900+565*1800）,使用以

前年度结转资金。通过补贴，鼓励民办机构投入养老服务运营，减轻

民办机构运营负担，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助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运营

模式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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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床位数 665张

质量指标 养老服务质量达标率 95%以上

时效指标 补贴期间 2020年7月-2021年12月

成本指标 补贴金额 110.7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鼓励民办机构投入养老服务运营，减轻民办机构运营

负担。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助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发展，满足日益增长

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中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入住老人满意度 大于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属满意度 大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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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公寓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2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000.00

其中：项目自治区

本级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0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ABC型老年公寓由宁夏日盛老年福利

服务有限公司投资2015.233754万建设，宁夏日盛老年福

利服务有限公司享有ABC老年公寓的使用权，宁夏回族自

治区民政厅享有合作项目的所有权。按照自治区党委第一

巡视组2018年巡视民政厅党组反馈意见“沿湖别墅等建成

设施至今未能投入使用”，2021年安排资金1000万收回

ABC型老年公寓使用权并尽快投入使用，充分发挥国有资

产使用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本
级已分配资金）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ABC型老年公寓由宁夏日盛老年福利服务有限公

司投资2015.233754万建设，宁夏日盛老年福利服务有限公司享有

ABC老年公寓的使用权，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享有合作项目的所有

权。按照自治区党委第一巡视组2018年巡视民政厅党组反馈意见

“ 沿湖别墅等建成设施至今未能投入使用”，2021年安排资金1000

万, 收回ABC型老年公寓使用权并尽快投入使用，充分发挥国有资产

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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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使用权收回数量 1项

质量指标 使用权收回楼宇 ABC老年公寓使用权

时效指标 使用权收回时限 2022年完成收回

成本指标 使用权收回2021年支出 100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解决部分养老问题。 增加养老床位160张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 大于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 大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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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D型公寓、关爱护理楼等楼宇外墙面粉刷维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1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20〕18号）关

于促进机构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文件精神,2021年安排200

万元用于D型公寓、关爱护理楼、康复医学中心、高层老年

公寓等楼宇外墙面刮腻子补修、粉刷外墙涂料等，该项目

实施将消除园区安全隐患，提高房屋使用寿命，营造优美

、温馨、贴心的宜居环境，让园区老人住的安心、放心、
舒心。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20〕18号）关于促进机构养
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文件精神,2021年安排200万元用于D型公寓、关
爱护理楼、康复医学中心、高层老年公寓等楼宇外墙面刮腻子补

修、粉刷外墙涂料等，该项目实施将消除园区安全隐患，提高房
屋使用寿命，营造优美、温馨、贴心的宜居环境，让园区老人住
的安心、放心、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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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粉刷维修面积 16840.8平米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验收合格率 98%以上

时效指标 维修工程按期完工 2021年完成

成本指标 2021年维修改造支出 200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消除机构安全隐患效果和园区环境品质 显著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有效满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属满意度 大于95%

入住老人满意度 大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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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运营费、设施维修、养老护理员培训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

项目属性 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1年-2023年

项目年度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92.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92.00

其中：财政拨款 392.00 其中：财政拨款 392.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1、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20〕18

号）关于促进机构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文件精神,2021年

安排园区水电暖、物业费、零星维修等运营费192万元,

切实保障园区正常运转，让老人住的安心、放心、舒心

。2、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20〕

18号）关于促进机构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文件精神，
2021年安排资金130万元对高层老年公寓、关爱护理楼北

边老人活动公共区域及路面重新夯实平整，并铺设彩色

沥青路面，消除园区安全隐患，维护园区和谐稳定。3、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20〕

18号）关于加强健康养老人才培养的文件精神。中心
2021年计划开展4期养老护理员培训，1期养老机构管理

人员培训，培训经费需70万元，通过组织开展养老护理

员、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培训覆盖率，不断提高

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和机构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培养造

就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日益增

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全面提升我区养老服务水平。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本年安排资金总额392万元1、2021年安排园区水电暖、物业费、零

星维修等运营费192万元,切实保障园区正常运转，让老人住的安心

、放心、舒心。2、2021年安排资金130万元对高层老年公寓、关爱
护理楼北边老人活动公共区域及路面重新夯实平整，并铺设彩色沥
青路面，消除园区安全隐患，维护园区和谐稳定。3、中心2021年计

划开展4期养老护理员培训，1期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培训，培训经费
需70万元，通过组织开展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管理人员培训,提高
培训覆盖率，不断提高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和机构管理人员管理
水平,培养造就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日益
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全面提升我区养老服务水平。

绩效

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物业面积 2.44万平米

水电费承担单位 1个

设施维修项目 1个



自治

区本

级绩

效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暖面积 9577.99平米

零星维修承担单位 1个

培训期数 5期

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验收合格率 98%以上

物业服务达标率 95%以上

培训人员合格率 大于85%

时效指标

按期缴纳水电暖物业费
严格按照水务局、供电局、供暖公司要
求时间节点缴纳运营费

培训计划按期完成率 大于95%

维修工程按期完工时间 2021年完成维修改造

成本指标

零星维修支出 49万元

暖气费 23.5万元

物业费 99.5万元

水电费支出 20万

培训支出 70万元

设施维修项目支出 13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养老服务水平和消除机构安全隐患效果 显著提升

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和机构管理人员管理水平 显著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建立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全面提升我区养老服务水平 取得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证150人

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解决部分养老问题。 提供养老床位2900张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训学员满意度 大于95%

入住老人满意度 大于95%

家属满意度 大于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