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业务用办公设备及自助服务设备采购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编办（绵编发〔2020〕32号）文件“向市属园区派出不动产登记站点”的要求，我中心在
建好城西服务站的基础上，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及园区需求，拟于2021年3月在经开区设置城南服务
站，为确保服务站的正常运行，需购买一批业务用办公设备；我中心成立初期购买的业务用办公设备
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损坏、老化严重，为确保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正常运行，部分设备急需更换。同
时按照绵府办发〔2019〕13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群众办理不动产登
记，实现“最多跑一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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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用办公设备及自助服务设备采购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市委编办（绵编发〔2020〕32号）文件“向市属园区派出不动产登记站点”的要求，我中心在建好
城西服务站的基础上，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及园区需求，拟于2021年3月在经开区设置城南服务站，为确保
服务站的正常运行，需购买一批业务用办公设备；我中心成立初期购买的业务用办公设备由于长期超负荷
运转，损坏、老化严重，为确保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正常运行，部分设备急需更换。同时按照绵府办发
〔2019〕13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实现“最多跑一
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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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一批身份证读卡器 数量：6.00,单位：台,单价：1500.00,金额：9000.00

采购一批针式打印机 数量：6.00,单位：台,单价：3000.00,金额：18000.00

采购一批电脑
数量：16.00,单位：台,单价：5000.00,金额：
80000.00

采购一批高拍仪 数量：6.00,单位：台,单价：2500.00,金额：15000.00

采购一批激光打印机 数量：9.00,单位：台,单价：2000.00,金额：18000.00

采购一台自助打证机
数量：1.00,单位：台,单价：360000.00,金额：
360000.00

数量指标

采购一台自助打证机 1.00台

采购一批激光打印机 9.00台

采购一批身份证读卡器 6.00台

采购一批高拍仪 6.00台

采购一批电脑 16.00台

采购一批针式打印机 6.00台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系统运行正常顺畅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设备使用年限 ≥6年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运行，上级和服务对象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业务培训专项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其他常年性项目 项目类型： 其他项目支出

功能科目编码：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为切实履行市委编办赋予的“负责对全市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职责，通过组织开展全
市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利用网上微课对市辖区（不含安州区）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培
训，进一步规范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全面提高我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确保我
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准确规范，达到服务对象满意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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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业务培训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切实履行市委编办赋予的“负责对全市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指导和业务培训”职责，通过组织开展全市不
动产登记相关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利用网上微课对市辖区（不含安州区）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培训，进一
步规范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全面提高我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确保我市不动产统一
登记准确规范，达到服务对象满意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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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网上微课开展经常性业务
培训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专家课时费 2.00天

培训用餐费用 300.00人

会务资料及场地租赁费 3.00次

购买网上微课开展经常性业务
培训

1.00次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培训内容丰富实用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切实得到提高，不动产登记准确规
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区域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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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3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保证中心办公用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脑、监控系统等设备正
常运行；据实支付办公区域物管费、水电费、空调使用费等日常费用，确保上级主管部门和服务对象
对中心工作评价达到95%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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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区域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保证中心办公用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脑、监控系统等设备正常运
行；据实支付办公区域物管费、水电费、空调使用费等日常费用，确保上级主管部门和服务对象对中心工
作评价达到95%满意。中心办公区域面积800平方米，物业管理费4元/平方米.月，空调使用费8元/平方
米.月（全年使用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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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费费
数量：25000.00,单位：度,单价：1.20,金额：
30000.00

办公设备维护维修费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13850.00,金额：
166200.00

物业管理费
数量：800.00,单位：平方米,单价：48.00,金额：
38400.00

空调使用费
数量：800.00,单位：平方米,单价：80.00,金额：
64000.00

水费 数量：400.00,单位：吨,单价：3.50,金额：1400.00

数量指标

物业管理费 800.00平方米

空调使用费 800.00平方米

办公设备维护维修费 12.00项

水费 400.00吨

电费费 25000.00度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中心办公区域正常运行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档案整理和利用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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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按照绵编发〔2020〕32号文件要求，中心负责市辖区行政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不动产登记申请件
和市属园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申请件的办理工作，原城西分中心划转到中心，原城西分中心的不动产
档案资料由中心负责统一管理和利用，并依法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对外查询工作。2016年9月至今，
中心及原城西分中心共产生不动产登记档案约28万卷，已整理归档约15万卷，剩余约13万卷需在
2021年完成整理入库，另外预计2021年新增不动产登记档案约8万卷，存量需整理入库档案将达到21
万卷。为确保不动产登记档案的安全，按照逐步整理入库的原则，2021年中心拟完成4.5万卷不动产
登记档案的整理入库，同时需租赁临时库房保存历年存量待整理入库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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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整理和利用管理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绵编发〔2020〕32号文件要求，中心负责市辖区行政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不动产登记申请件和市
属园区范围内不动产登记申请件的办理工作，原城西分中心划转到中心，原城西分中心的不动产档案资料
由中心负责统一管理和利用，并依法提供不动产登记资料对外查询工作。2016年9月至今，中心及原城西
分中心共产生不动产登记档案约28万卷，已整理归档约15万卷，剩余约13万卷需在2021年完成整理入
库，另外预计2021年新增不动产登记档案约8万卷，存量需整理入库档案将达到21万卷。为确保不动产
登记档案的安全，按照逐步整理入库的原则，2021年中心拟完成4.5万卷不动产登记档案的整理入库，同
时需租赁临时库房保存历年存量待整理入库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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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库房租赁费
数量：260.00,单位：平方米,单价：176.81,金额：
45970.00

2021年拟完成整理入库案卷
数量：39000.00,单位：套,单价：14.00,金额：
546000.00

新订制档案盒
数量：39000.00,单位：个,单价：2.77,金额：
108030.00

数量指标

完成2020年以前尚未整理入库
案卷

130000.00套

新制档案盒13万个 130000.00个

临时库房租赁费 12.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案卷归档规范率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档案使用年限 永久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规范整理案卷归档，有效保存工作资料，方便档案查
询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档案管理部门满意度 ≥95%

档案使用者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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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按照市委编办核定职责，完成市辖区土地房屋权属调查、地籍测绘，查清市辖区范围内土地房产家
底，为不动产登记窗口业务办理提供数据关联支撑；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不动产权籍调
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7]1272号）要求“为满足不动产登记需要，对于需要补充开展
权籍调查，完成房屋落幢落宗等相关工作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请政府落实经费，统一组织实
施。”购买社会服务完成相关不动产权籍调查和测绘工作；指导下辖县市区不动产权属调查和不动产
登记工作。市辖区范围内全年预计现场进行国有土地权属界线、面积、界址点等进行调查核实、地籍
调查核实测绘约200公顷，确保市辖区不动产登记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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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业务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市委编办核定职责，完成市辖区土地房屋权属调查、地籍测绘，查清市辖区范围内土地房产家底，为
不动产登记窗口业务办理提供数据关联支撑；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不动产权籍调查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7]1272号）要求“为满足不动产登记需要，对于需要补充开展权籍调查，完
成房屋落幢落宗等相关工作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请政府落实经费，统一组织实施。”购买社会服务
完成相关不动产权籍调查和测绘工作；指导下辖县市区不动产权属调查和不动产登记工作。市辖区范围内
全年预计现场进行国有土地权属界线、面积、界址点等进行调查核实、地籍调查核实测绘约200公顷，确
保市辖区不动产登记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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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国有土地权属界线、面
积、界地点等进行调查核实、
地籍调查核实测绘进行国有土
地权属界线、面积、界地点等
进行调查核实、地籍调查核实
测绘

数量：200.00,单位：顷,单价：3000.00,金额：
600000.00

现场踏勘及到市县指导工作车
辆运行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8333.34,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现场踏勘及到市县指导工作车
辆运行

12.00项

进行国有土地权属界线、面
积、界地点等进行调查核实、
地籍调查核实测绘
进行国有土地权属界线、面
积、界地点等进行调查核实、
地籍调查核实测绘

200.00顷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调查核实及时，测绘规范准确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调查核实、测绘及时准确规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业务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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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7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全面贯彻执行国有建设用地、房屋、林权、农房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做好市本级不动产统一登
记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市本级不动产统一登记业务受理、审核、登簿缮证、发证工作顺利进行。中
心负责市本级及市辖区（不含安州区）不动产登记所需证书、证明的采购、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所需
各种表单的印制、受理所需档案袋的定制等，确保市本级及市辖区（不含安州区）不动产统一登记业
务受理、审核、登簿缮证、发证工作顺利进行，需在省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购买不动产证书证明10万
本（份），并印制各种表册10万套及档案袋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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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业务工本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全面贯彻执行国有建设用地、房屋、林权、农房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做好市本级不动产统一登记的
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市本级不动产统一登记业务受理、审核、登簿缮证、发证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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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档案袋
数量：100000.00,单位：个,单价：2.00,金额：
200000.00

保障全年城镇不动产统一登记
顺利进行，购买所需证书证明

数量：100000.00,单位：套,单价：4.00,金额：
400000.00

印制各类表单
数量：100000.00,单位：套,单价：1.00,金额：
100000.00

数量指标

制作档案袋 50000.00个

印制各类表单 100000.00套

保障全年城镇不动产统一登记
顺利进行，购买所需证书证明

100000.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登记及时规范准确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不动产登记及时准确规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业务宣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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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深入社区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宣
传，让不动产统一登记深入民心；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建设，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民服务，争创“全国
不动产登记百佳便民利民示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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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业务宣传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深入社区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宣传，
让不动产统一登记深入民心；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建设，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民服务，争创“全国不动产登
记百佳便民利民示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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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报晚报及多媒体上宣传不
动产知识

数量：4.00,单位：批,单价：7500.00,金额：30000.00

制作不动产登记各种宣传资料
标识等

数量：12.00,单位：次,单价：2000.00,金额：
24000.00

制作不动产登记宣传视频
数量：1.00,单位：次,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制作不动产登记知识宣传手册 数量：800.00,单位：套,单价：20.00,金额：16000.00

制作不动产登记办事指南宣传
折页

数量：2.00,单位：批,单价：8000.00,金额：16000.00

制作不动产登记宣传展板 数量：10.00,单位：个,单价：500.00,金额：5000.00

制作参加各类宣传活动的相关
宣传资料

数量：3.00,单位：次,单价：3000.00,金额：9000.00

数量指标

在日报晚报及多媒体上宣传不
动产知识 4.00批

制作不动产登记各种宣传资料
标识等 12.00次

制作不动产登记宣传视频
1.00次

制作不动产登记宣传展板
10.00个

制作不动产登记知识宣传手册
800.00套

制作参加各类宣传活动的相关
宣传资料

3.00次

制作不动产登记办事指南宣传
折页

2.00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宣传及时准确 ≥98%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业务宣传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深入社区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宣传，
让不动产统一登记深入民心；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建设，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民服务，争创“全国不动产登
记百佳便民利民示范窗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宣传推介及时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信息网络系统运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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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和管理；做好不动产登记数据整理、备份，并与市住建、农
业、林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中心各信息网络平台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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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网络系统运维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和管理；做好不动产登记数据整理、备份，并与市住建、农业、林
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中心各信息网络平台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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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档案管理系统运维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3000.00,金额：
36000.00

微信公众号运维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1500.00,金额：
18000.00

不动产登记操作平台运维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3000.00,金额：
36000.00

档案查询系统运维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2000.00,金额：
24000.00

权籍调查系统运维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3000.00,金额：
36000.00

数量指标

不动产档案管理系统运维 12.00项

档案查询系统运维 12.00项

不动产登记操作平台运维 12.00项

权籍调查系统运维 12.00项

微信公众号运维 12.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系统运行正常顺畅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运行，上级和服务对象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业务责任险专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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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建立不动产登记保险制度，防范和分流登记风险，做好我市辖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切实降低登记
部门和登记工作人员非主观原因造成的登记和查询赔偿风险，切实解决登记人员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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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业务责任险专项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建立不动产登记保险制度，防范和分流登记风险，做好我市辖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切实降低登记部门
和登记工作人员非主观原因造成的登记和查询赔偿风险，切实解决登记人员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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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不动产登记责任险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120000.00,金额：
120000.00

数量指标 采购不动产登记责任险 1.00套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有效化解和分担风险
完成时间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提高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95%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不动产登记案件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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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随着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深入开展，因不动产登记引发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截止目前我中心已先
后三次被起诉，当了被告。为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做
好市本级及市辖区、园区的土地登记、房屋登记受理经办、森林资源产权变动受理经办、林地登记经
办等工作，确保不动产登记的准确，减少行政诉讼，中心聘请了一位资历深厚的律师担任法律及业务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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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登记案件代理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随着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深入开展，因不动产登记引发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截止目前我中心已先后三
次被起诉，当了被告。为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做好市本级
及市辖区、园区的土地登记、房屋登记受理经办、森林资源产权变动受理经办、林地登记经办等工作，确
保不动产登记的准确，减少行政诉讼，中心聘请了一位资历深厚的律师担任法律及业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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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一位资历深厚的律师作为
法律顾问

数量：1.00,单位：人,单价：50000.00,金额：
50000.00

数量指标
聘请一位资历深厚的律师作为
法律顾问

1.00人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不动产登记准确规范，行政诉
讼率低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中心各项工作顺利运行，上级和服务对象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上级主管部门满意度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集中办公区不动产档案库房运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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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99 科目名称： 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左军 联系电话： 2295370

项目概况

为了确保我中心不动产登记档案的集中统一、安全存放，进一步规范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管理与利
用，方便企业群众查询和利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集中办公区7号楼统一安排了档案库房及用于档
案整理的办公用房。经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招聘的绵阳市康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核对确认，我中
心在集中办公区7号楼使用的档案库房及档案整理办公用房总面积为1300.89平方米，物业管理服务费
标准为：每平方米每月3.55元，全年共计需经费：1300.89*3.55*12＝55418元。水电费及垃圾清运
费由物业公司代收代缴预计全年共需36582元。库房及整理室红外线报警系统及防盗、监控系统安装
维护费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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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办公区不动产档案库房运行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为了确保我中心不动产登记档案的集中统一、安全存放，进一步规范不动产登记档案资料管理与利用，方
便企业群众查询和利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集中办公区7号楼统一安排了档案库房及用于档案整理的办
公用房。经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招聘的绵阳市康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核对确认，我中心在集中办公区
7号楼使用的档案库房及档案整理办公用房总面积为1300.89平方米，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为：每平方米
每月3.55元，全年共计需经费：1300.89*3.55*12＝55418元。水电费及垃圾清运费由物业公司代收代缴
预计全年共需36582元。库房及整理室红外线报警系统及防盗、监控系统安装维护费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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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及垃圾清运费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3881.84,金额：
46582.00

物管费
数量：12.00,单位：项,单价：4618.17,金额：
55418.00

库房及整理室红外线报警系统
及防盗、监控系统安装维护费

数量：1.00,单位：套,单价：48000.00,金额：
48000.00

数量指标
水电及垃圾清运费 12.00项

物管费 12.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质量指标 保证档案库房正常运行 9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能时限 常态化

社会效益指标 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确保档案库房工作正常运行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95%

航迹主管部门满意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