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孤残儿童事业发展金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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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29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371.29

其中：财政拨款 371.29 其中：财政拨款 371.29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于 2021 年 1月开始实施，年底前实施完毕。项目总预算为 371.29

万元，其中：1、收养儿童教育经费 10 万元；2、残疾儿童住院

护理费 10 万元；3、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30 万元；4、儿

童医疗经费 20 万；5、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20万元；

6、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01.29 万元；7、类家庭及大

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20 万元；8、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贴

10万元；9、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购置 50万元。项目用于保

障孤残儿童生活、教育、康复、医疗等基本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于 2021 年 1 月开始实施，年底前实施完毕。项目总预算为 371.29 万元，其

中：1、收养儿童教育经费 10万元；2、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0万元；3、

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30 万元；4、儿童医疗经费 20 万；5、宁夏儿童

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20 万元；6、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01.29

万元；7、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20 万元；8、大龄孤儿一次性

安家补贴 10 万元；9、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购置 50 万元。项目用于保障

孤残儿童生活、教育、康复、医疗等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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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养儿童教育经费 1项

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项

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 1台

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1项

儿童医疗经费 1项

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贴 1人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项



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1项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项

质量指标

孤残儿童医疗救治及时率 100%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状况 正常运行

学生接收教育覆盖率 100%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状况 正常运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成本指标

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贴 10 万元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20 万元

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0 万元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01.29 万元

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20 万元

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 50 万元

收养儿童教育经费 10 万元

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30 万元

儿童医疗经费 20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住院治疗让孤残儿童健康得到保障，住院期间

得到良好护理
效果显著

孤残儿童的认知水平、文化水平、职业技能 不断提高

满足孤残儿童个性化成长需要，缩小与正常家庭孩

子差距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孤残儿童社会沟通能力、交往能力 显著提高

孤残儿生存质量 不断提高

孤残儿童学历水平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孤儿养育津贴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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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18.00

其中：财政拨款 218.00 其中：财政拨款 218.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项目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保障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

孤儿的基本生活，促进其成长，使其生活的更有尊严，

更好融入社会，共计 218 万元。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项目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1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2月。保障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的基本生活，促进其成长，使其生活的更有尊严，更好

融入社会，共计 2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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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覆盖面
应保尽保、应教尽教，持续做好与扶贫政

策衔接

质量指标 救助标准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低于自治

区规定标准

时效指标
孤儿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率及机构内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及

时率
100%

成本指标 孤儿养育津贴 218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增强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能力 稳步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机构内儿童对社会救助实施情况的满意度 ≥95%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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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级

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8.00

其中：财政拨款 8.00 其中：财政拨款 8.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

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184〕号）文件要求，

为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年满 18 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

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

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在校就读期间每人每年补助 1

万元。补助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8 万元。帮助孤儿完成学业。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已

分配资金）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

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184〕号）文件要求，为

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年满 18 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

日制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

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在校就读期间每人每年补助 1万元。补

助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8万元。帮助孤儿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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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孤儿数量 8人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 符合条件的每人每年 1万元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时限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成本指标 补助金额 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孤儿上学资金需求，改善其生活境况 效果显著

可持续影响指标 帮助孤儿完成学业，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效果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满意度 95%以上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公共区域功能性设计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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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

级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29.00

其中：财政拨款 29.00 其中：财政拨款 29.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本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始实施，预计 6 月完成规划设计。申请资金 29

万元。依据 2017 年 5 月 25日许尔锋副主席在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民政

培训中心及原宁夏儿童福利院收养康复楼等固定资产使用意见的请示

上的批示，用于对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

项目进行功能性设计，包括类家庭养育中心（大厅、三楼露台、二三

四楼公共区域和楼道空间）、康复中心二楼、室外庭院等约 4300 平方

米的公共区域统筹进行文娱康教等功能性和环境氛围设计，营造和实

现适宜残障儿童、大龄青年共同文化娱乐、康教活动的展陈创设等环

境和功能创设。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

已分配资金）

本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始实施，预计 6月完成规划设计。用于对孤残

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项目进行功能性设计，

包括类家庭养育中心（大厅、三楼露台、二三四楼公共区域和楼道空

间）、康复中心二楼、室外庭院等约 4300 平方米的公共区域统筹进行

文娱康教等功能性和环境氛围设计，营造和实现适宜残障儿童、大龄

青年共同文化娱乐、康教活动的展陈创设等环境和功能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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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养育中心设计面积 1310.7 平方米

庭院设计面积 2720 平方米

康复中心二楼设计面积 292.8 平方米

质量指标
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

儿实训基地项目环境氛围
提高

时效指标 功能性设计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成本指标 庭院设计费 16.32 万元



康复中心二楼设计费 2.3426 万元

养育中心设计费 10.3374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孤残儿童文娱康教的良好氛围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孤残儿童社会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显著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以上



2021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设施设备维护费及康复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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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00
其中：项目自治区本

级已分配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692.00

其中：财政拨款 692.00 其中：财政拨款 692.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结余结转 结余结转

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本项目共计 692 万元，其中：1.太阳能集热板更换费

用 10 万元。2.儿童游乐场塑胶跑道更换费用 30 万元。

3.小型锅炉购置费 12 万元。4.儿童游乐场设施设备购

置费 20 万元。5.儿童进口康复设备购置 600 万元。6.

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用 20 万元。项目于 2021 年 3 月

开始实施，年底前实施完毕，为儿童提供全面的日常

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专业服务，宁夏儿童福

利院康复中心为残疾儿童提供安全有效的康复服务，

保证康复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本级

已分配资金）

本项目共计 692 万元，其中：1.太阳能集热板更换费用 10 万元。2.儿童游乐场塑胶

跑道更换费用 30 万元。3.小型锅炉购置费 12 万元。4.儿童游乐场设施设备购置费

20万元。5.儿童进口康复设备购置 600 万元。6.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用 20 万元。

项目于 2021 年 3 月开始实施，11 月实施完毕。通过本项目，不断完善院内儿童设

施建设，为儿童提供全面的日常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专业服务，宁夏儿童

福利院康复中心为残疾儿童提供安全有效的康复服务，保证康复救助工作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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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欢乐城堡 2套） 2 套

更换儿童篮球场及跑道塑胶地板 1500 平方米

设备维护 1 项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集热板 76 块

维修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的小型天然气锅炉 1 套

购买儿童型上下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 Hocoma 型号为

ArmeoSpring Pediatric)
1 台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大型蹦床 2套） 2 套

质量指标 儿童福利机构日常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专业服务水平 逐渐提高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成本指标

购买儿童型上下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 Hocoma 型号为

ArmeoSpring Pediatric)
600 万元

更换儿童篮球场及跑道塑胶地板（1500 平方米*200 元/平方米）30 万元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的小型天然气锅炉 12 万元

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维护院内 1300 万元

医疗康复设备，更换设备零配件及消耗品）
20 万元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欢乐城堡 2套） 17 万元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集热板 10 万元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大型蹦床 2套） 3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孤残儿童幸福感及生活质量 显著提高

儿童生活自理能力 逐渐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儿童游乐、医疗、康复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持续保障

儿童行走模式及手眼协调能力 逐渐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