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资产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项目

（一次性）

项目类型 新增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1388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388

年度绩效目标

    以“立足自然资源，服务社会”为目标，以保障国家、甘肃省及地方的重大工
程的实施对测绘基准的迫切需求为出发点 ，完成现有位置服务软件北斗功能升级 、
专用通信网络升级、不间断电源更新，搭建基于北斗的综合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
广域米级、分米级以及厘米级的北斗高精度导航位置和相关的完好性服务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数量

>=19座

质量指标
新建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成并能够
提供服务时间

2022年12月31日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成
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项目建
设成本

<=138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北斗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
务

有效提供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应用
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全省北斗应用支撑服务体系 建立完善

提供持续可靠的北斗导航定位
服务

全天候24小时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北斗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
务用户的满意度

>=85%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经常性监管费 二级项目名称 地理信息服务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925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925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矢量、影像、地名地址和专题数据更新，实现全省范围交通、水系、居
民地及附属设施等核心要素、地名地址和影像数据更新。对平台功能和性能进行优
化、对平台进行日常运行维护，保障天地图服务的可靠性和运行的稳定性 。(2)完成
省市县系列挂图更新，完成甘肃省地图制图要素数据库数据更新按需完成全年日常
政务地图服务保障，满足省级党政机关政府决策参考和全省重大工程建设用图需要
。(3)通过信息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升级改造及历史成果档案资料整合迁库建库
的实施，高效优质保障基础测绘成果管理分发业务 ；通过历年申领成果信息资料的
数字化与统计的实施，为2021年涉密测绘成果保密监督检查提供申领涉密成果信息
支持；通过成果数据安全防护软件，实现申领基础测绘成果的可追溯和权限控制 ，
有效防止数据泄密和非法传播等，保护数据安全；通过库房安全防护报警系统集
成，进一步加强我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档案库房的安全防护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图数据库数据更新数量 =1套

防磁柜数量 =2个

信息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体系
升级改造数量

=4个

日常政务保障服务天数 =365天

图集印制数量 >=3000册

历史成果档案资料整合迁库建
库数量

>=5类

在线数据更新系统开发 =1套

省市县系列挂图更新数量 =101幅

成果数据安全防护软件数量 =2个

基础测绘成果管理分发服务人
次

>=300次

库房安全防护报警系统集成数
量

=1套

历年申领成果信息资料的数字
化与统计数量

=16年

布艺印刷数量 >=4000幅

运行维护天数 =365天

应急测绘保障设备数量 >=8台/套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数据更新范
围

=100%

专业设备购置合格率 =100%

布艺印刷、图集印制质量合格
率

>=90%

日常政务保障率 =100%

在线数据更新系统故障率 <=3次

历史成果档案资料整合迁库建
库质量

满足规范

测绘成果成图管理分发服务保
障率

>=80%

运行与维护故障 <=3次

库房安全防护报警系统集成合
格率

=100%

成果数据安全防护软件合格率 =100%

省市县挂图更新、数据更新质
量

合格

测绘成果成图服务保障质量 满足需求

数据融合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成果数据安全防护软件 8月

在线服务数据集融合 2021年11月前

历史成果档案资料整合迁库建
库

11月

制图数据库数据更新 及时

日常政务保障服务 及时

在线数据更新系统 2021年12月前

历年申领成果信息资料的数字
化与统计

8月

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数据更新与
建设

2021年12月前

库房安全防护报警系统集成 10月

专业设备购置 8月

信息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体系
升级改造质量

11月

运行维护 2022年1月前

省市县挂图更新 及时

测绘成果成图服务保障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级党政机关年服务次数 >=30次

平台年度访问次数 >=30万人次

地图成果使用率 >=80%

信息化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体系
升级改造效果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础测绘成果分发服务保障率 >=9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用户对测绘成果成图分发服务
的满意率

>=95%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应急及防

治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5306

      省级财政安排 4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泥石流综合研究报告 >=1份

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值班 >=150天

突发地质灾害调查与处置 >=20次

地质灾害避险演练 =2次

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宣传 >=10000人

地质灾害防灾知识培训 =4次

汛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技
术支撑市州

=14个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流动防灾
减灾宣传

>=20处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更新及
时性

及时

年度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
的及时性

及时

年度地质灾害隐患动态调查及时
性点

及时

群众防灾减灾避险意识 提高

避免人员伤亡 >=200人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生态地质环境 有所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运行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完成支持14个市州汛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和技术支撑；2、完成2021年
度20次以上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研究；3、完成全省2021年度突发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动态调查；4、完成全省2021年度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汛期值班；5、
完成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培训演练；6、完成2021年度30处重要隐患点的流动防灾减
灾宣传工作；7、完成汛期群测群防员激励机制；8、完成汛期突发性、群发性地质
灾害隐患点排查；9、完成甘肃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现在调查与防治效果评估。

项目资金（万元） 9306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资产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甘肃地质博物馆运行维护经

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3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博物馆年开馆天数 >=300天

参观人数 >=60000人

开展科普讲座、讲解 >=150次

设施更换、改造 >3台

展厅开放数量 =4个

保障临聘人员数 >25人

科普宣传出席率 =100%

后勤保障率 =100%

博物馆设备运行率 =100%

博物馆开馆率 >=300自然日

更换设备、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

临聘人员工资发放准确率 =100%

科普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开展科普讲座、讲解及时性 及时

临聘人员工资发放及时性 及时

后勤保障及时性 及时

场馆运行维护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临聘人员工资标准(每人每月) >3000元

青少年参加科普活动成长率 >=90%

博物馆场馆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可持续影响指标 地质博物馆长效运行机制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参观人员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确保2021年甘肃地质博物馆正常运行；2、对展厅老化设备进行更换，对投
影机、触摸屏等易损耗材进行更换，确保博物馆展示正常运行；3、确保博物馆及
馆内其他单位用电、用水、采暖正常；4、租用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勘查院后勤仓
库，确保古生物化石模型的安全存放；5、确保临聘人员工资，使得我馆安全保卫
、卫生清洁、供水、供暖的安全运行；6、确保展厅、办公设备的安全运行。

项目资金（万元） 30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勘查基金 二级项目名称 甘肃省地质勘查基金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1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钻探工作 >=31000米

采加化工作 >=8000件

槽探工作 >=41000立方米

地质测量 >=360平方千米

新发现重要矿产资源大中型矿产
地

>=10处

提交中型以上矿产地 >=5处

质量指标 地质勘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地质勘查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新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价值 >=7.80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勘查项目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生态恢复规划方案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地质勘查项目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85%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完成钻探工作量大于31000米，槽探工作量41000立方米、地质测量360平方千
米；新增资源量：煤3亿吨、金5吨、钒5万吨、铜1万吨、镍1万吨、油页岩5000万
吨、钴1500吨、萤石20万吨；提交中型以上矿产地5处；新发现重要矿产资源大中
型矿产地10处。

项目资金（万元） 1100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国土资源行业业务管理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475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每日保洁、清洁次数(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

>=3次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完成率(执法监察局)

=100%

办公楼的维护养护(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

>=2次

水、电、暖等管道设备的月养护
维护(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1次

举办或参加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培
训(执法监察局)

=2次

购置设备种类(执法监察局) >=2类

维护办公楼面积(执法监察局) =528.79平方米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维护
(核算中心)

=2套

计划购置电脑(核算中心) =20台

会计核算准确性(核算中心) =100%

设备检验合格率 =100%

办公楼设备维护维修保障率 =100%

物业维护及时性 及时

设备购置安装到位及时率 =100%

组织和参加培训及时性 及时

会计报表上报及时率(核算中心) =100%

经济效益指标 挽回经济损失率(执法监察局) <=100%

预算单位会计差错率(核算中心) <=1%

违法行为(执法监察局) 及时制止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人员到位率（%） =100%

举办培训班受训学员满意度(执
法监察局)

>=80%

后勤保障工作满意度(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

>=90%

会计核算满意度(核算中心)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保障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厅会计核算中心、省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局3个直属
事业单位2021年工作顺利开展，完成年度计划工作任务，促进全省自然资源各项任
务顺利完成。

项目资金（万元） 475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调查取证

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3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全年组织会议次数 >=2次

组织开展培训次数 >=1次

全年计划出差人次数 >=50人次

违法办案督查办案率 =100%

培训人员到位率 >=95%

会议人员到位率 >=90%

违法违规案件督办结案率 >=60%

违法办案督查及时性 及时

培训人员到位及时性 及时

出差人员到位及时性 及时

会议召开及时性 及时

市州差补标准 <=450元/天

北京等其他地区差补标准 <=680元/天

区县差补标准 <=420元/天

保护土地及矿产资源合理合法开
发及有序利用

保护

参加培训人员业务能力水平 提升

复垦耕地 复垦

恢复土地原貌 恢复

相关部门协助率 =100%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上级机关满意度 >=95%

相关受益人员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查处全省重大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督导市（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有关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组织开展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责
全省土地、矿产违法案件的统计、分析和通报工作；2、受理对土地、矿产管理违
法行为的举报，承办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交办的其他事项。

项目资金（万元） 3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土地整治工作专项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
目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 >=100公顷

新增耕地面积 >=50公顷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新增耕地质量等别 >=14等

项目验收后是否及时上图入库 及时

项目竣工及时性 及时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工后是否及时移交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业产值提升 >=15万元

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度 >=5%

新增耕地率 >=5%

生态效益指标 节水灌溉面积 >=50公顷

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耕地开垦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土地开发复垦整治长效机制建立
情况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计划实施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面积达到50公顷以上，实施土地整治项目
建设规模达到100公顷；2、新增耕地质量等别达到14等，项目验收合格率100%；3
、项目区农业产值提升高于15万元；4、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度≥5%，新增耕地率
≥5%；5、节水灌溉面积≥50公顷。

项目资金（万元） 200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矿补费征管补助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8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80

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及时开展新立、延续、变更矿业权的实地核查；二是分批次开展过期矿业
权实地摸底核查；三是全省矿山生产情况动态监测；四是矿产品价格监测平台升级
改造；五是矿业权拟出让项目库的初步建立 ；六是为陇东8个煤矿历史遗留问题解决
提供技术服务；七是配合矿保处开展全省政策性关闭小煤矿剩余资源储量核实及价
款退还工作；八是分步骤开展矿业权清理处置工作 ；九是矿业权权益金的征缴催
缴；十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十一是完成厅交办的其他任务；十二是完成党
建、办公室、人事、工资、财务、社保等日常性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供技术服务次数 >=3次

出差保障人次 >=20人次

保障车辆数 =1辆

核实储量的矿业权数量 >=20宗

矿业权实地核查次数 >=10次

质量指标

矿产品价格监测平台升级改造
完成率

=100%

基金项目梳理完成率 =100%

过期矿业权清理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矿山生产情况动态监测及时性 及时

差旅费报销及时性 及时

矿业形势分析及时性 及时

矿产品价格监测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煤矿历史遗留问题 提供技术服务

全省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工作 有效管理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人员到位率 =100%

各项工作涉及部门协助情况 到位

办公设备配备情况 到位

各时期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按计划开展

各时期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按计划落实

各项工作信息共享情况 到位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遗迹保护专项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矿产资源与古生物化石保护
资金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5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采集化石标本 >=200件

调查报告 >=1份

化石管理数据库 =1套

鉴定登记化石 >=1000件

调查总面积 >=400平方千米

入库化石合格率 =100%

调查报告达标率 =100%

调查完成及时性 及时

化石入库及时性 及时

化石保护意识 提高

地学知识普及率 提高

省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 协助配合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75%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完成调查总面积400平方千米；采集化石标本200件；鉴定登记化石1000件；完
成化石管理数据库1套；调查报告1份。

项目资金（万元） 50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全省垦区管理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4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宣传次数
（次）

>=2次

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治项
目监管覆盖率（%）

>=90%

信访线索核实工作按期答复率
（%）

低于全国平均值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督导检查任务
完成率（%）

>=80%

物业维护面积 =237.87平方米

差旅费保障人次 >=80人次

公车租用次数 >=6次

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宣传对象覆盖
率（%））

>=80%

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治项
目监管达标率（%）

>=80%

信访线索核实工作矛盾化解攻坚
率（%）

低于全国平均值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督导检查任务
达标率（%）

>=80%

信访线索核实工作及时受理率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治项
目按设计时限要求完成

及时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督导检查任务
完成及时率（%）

>=80%

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按要
求时限完成及时率（%）

>=90%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督促指导检查
工作费用成本（元/次）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信访线索核实费用成本（元/
条）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法律法规宣传成本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治项
目监管成本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保障农垦自然资源局正常有效运转，做好农垦垦区范围内的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

项目资金（万元） 40



经济效益指标
监管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
治项目耕地数量增加、质量提高

>=80%

社会效益指标
法律法规宣传让干部职工学法、
懂法、守法

长期坚持

生态效益指标
监管立项下达的农垦系统土地整
治项目保护耕地、防止土壤盐渍
化

长期坚持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访线索核实 维护社会稳定 长期坚持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效益指标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资产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全省资料馆建设管理与维护

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5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汇交验收率 =100%

省级矿产资源年报按时出版期数 =1期

地质资料转交全国馆次数 >=2次

省级矿产资源年报出版合格率 =100%

汇交验收合格率 =100%

省级矿产资源年报出版及时性 及时

地质资料转交全国馆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5%

经济效益指标 地质矿产勘查工作投入成本 降低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资料信息系统开发利用率 提高

地质资料的利用范围 扩大

地质资料的共享程度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保障地质资料的管理、安全保管与服务正常运行；2、保障省级矿产资源年
报按时出版；3、地质资料转交全国馆高于2次。

项目资金（万元） 5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资产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沙漠科技馆运维补助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开展科普宣传普及人数 >=1000人

防风防沙馆体修缮次数 >=2次

馆体维护次数 >=3次

开展科普宣传《行走的课堂》次
数

=2次

沙科馆正常运转率 =100%

维护范围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物业维护及时性 及时

青少年参加科普活动成长率 >80%

科普宣传普及率增长率 >=50%

相关设施设备到位率 =100%

长效管理制度 完善

相关人员到位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高效完成馆体的维修维护，加强全年期的防沙防风工作，保障到位，配备完
善，可控性强。进行两次《行走的课堂》科普宣传活动，青少年参加科普活动成长
率大于等于80%，参加活动人数大于等于1000人。

项目资金（万元） 2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基础测绘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省级基础测绘（部门本级）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4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基础测绘成果入库 >=42800平方千米

基础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完成量 >=42800平方千米

甘肃省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
运行维护

=99个

1:1万数字地形图测绘与更新 >=27800平方千米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获取 >=425800平方千米

甘肃省卫星定位基准站正常运行
率

=100%

数字地形图成果合格率 =100%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获取合格率 =100%

基础测绘成果入库合格率 =100%

基础测绘成果检验结论正确率 =100%

甘肃省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
运行维护及时性

及时

数字地形图测绘与更新完成及时
性

及时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获取成果验收 次年3月内完成验收

基础测绘数据入库及时性 及时

基础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及时性 及时

高质量导航定位服务 有效提供

测绘区域最新基础测绘成果 提供最新成果

测绘项目质量监督检查 符合国家标准

基础测绘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完善性 完善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用户满意度 >=85%

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服务客户满意
度

>=85%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用户满意度 >=85%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确保我省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网连续有效、安全稳定运行，达到7×24小
时连续高效对外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开展1:10000数字地形图测绘与更新，逐步实
现全省测绘地理信息全覆盖及保证数据的现势性；进行2020年生产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入库，不断充实和丰富省级基础地理信息；完成2021年省域卫星遥感影像获取，
完成2020年省级基础测绘成果的质量检验、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及厅属事业
单位测绘仪器检定工作。

项目资金（万元） 140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应急及防

治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项目（含
水工环）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项目资金（万元） 80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8000

年度绩效目标

    1.项目质量达到设计要求，验收合格率100%；2.工期满足要求，在计划时
间内完成；3.总投入不超过立项总投资额；4.无安全质量事故；5.完成年度工
作项目设计审查，对实施的跨年度项目进行阶段性野外检查 ，对已完成野外工
作的项目进行野外验收，对完成成果报告编制的项目进行成果报告的验收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查评价工作完成量 >=20个

地下水动态监测点 >=770个

地下水监控面积 >=50000平方千米

后备水源地勘察数 >=2个

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图
幅完成数（幅）

>=15幅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地下水监测数据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调查评价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监测数据发布及时性 及时

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完成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进一步工作价值的找矿靶区
数

>=20个

解决饮水人口 >=5000人

为水资源保护提供数据支持 优良

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覆
盖率增长率

>=1%

生态效益指标 绿色勘查执行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生态恢复规划方案健全性 健全

档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相关方满意度（%） >=9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网络运行维护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45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450

年度绩效目标

    全面支撑和维护自然资源厅已有电子政务系统 、网络系统运行，为厅机关
办公自动化、网络运行等各项工作提供技术支持。重点保障自然资源厅数据中
心安全、稳定、高效、持续运行，保障省自然资源厅内网、外网、全省自然资
源政务网、视频会议系统全年正常运行，完成厅机关电子政务系统、不动产登
记基础信息管理平台、“一张图”及综合监管平台、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网站、
甘肃省征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运行维护 ，确保各系统正常、可持续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级自然资源信息系统运维
个数

=8个

省厅机房运行维护 =4个

硬件设备运维 =185台

线路保障 =118条

技术和业务专家咨询 >20人次

质量指标

软件系统正常运行率 >=95%

新采购设备检验合格率 =100%

机房环境正常运行率 >=95%

硬件设备正常运行率 >=95%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95%

软件维护及时性 及时

设施设备维护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政府服务成本 减少

社会效益指标 便民服务体验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耗完成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外承诺的网上办理事项数
据共享情况

及时准确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业务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18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80

年度绩效目标
    优质高效保障2021年厅机关稳定运行，规范自然资源业务费支出合理合规，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从业人员业务培训 >=100人次

自然资源工作专题会议次数 >=1次

政策法规学习宣传 >=1次

政务信息公开数量 >=100条

精准扶贫保障人次 >=200人次

差旅费保障人次 >=300人次

质量指标

办公设施设备维护保障率 =100%

培训考核通过率 >=90%

差旅费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其他自然资源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网络信息保障服务及时性 及时

信息发布及时性 及时

培训、宣传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行业业务管理水平 提升

自然资源行业工作效率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新增人员经费安排 足额

信息公开情况 及时有效

部门内部处室间相互配合度 >=70%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会群众满意度 >=75%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征地管理费（部门本级）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8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保障铁路项目征地拆迁 >=6个

工资保障人数 =10人

差旅费发放人次 >=160人次

公务车运行维护数 =1辆

临时人员聘用数(人) =1人

物业维护面积(㎡) >=236㎡

保障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征地拆迁
工作完成率

=100%

铁路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拨付到
位率

=100%

工资发放标准(每人/每月) >6500元

各项支出发放准确率 =100%

铁路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费拨付到
位及时性

及时

重大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完成
及时性

及时

差旅费 >30万元

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 >20万元

固定资产购置费 >10万元

公车运行维护费 >15万元

劳务费、工会经费 >18万元

拆迁对象有责投诉数 =0起

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有效保障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相关工作人员到位率 =100%

拆迁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建设单位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保障我办主要承担的兰张三四线铁路(兰武段)、银西铁路、中兰客专、兰
合铁路、西成铁路、引洮二期工程等六个国家和省级重大铁路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
的协调与指导；2、保障征地办工作人员的各项支出。

项目资金（万元） 28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职业技能鉴定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20.1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1

年度绩效目标     高效完成全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均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人）

>=2000人

购置各类办公设备 =11套

质量指标

职业技能鉴定合格率 >=90%

购置办公设备验收合格率
（%）

=100%

时效指标
职业技能鉴定及时性 及时

办公设备购置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办公设备购置成本 ≤市场均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鉴定合格人员收入 提高

社会效益指标

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发放完成
率

>=90%

测绘行业发展 推动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职业技能鉴定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职业技能鉴定服务满意度 >=85%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基础测绘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中央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基础测绘补助专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400

      省级财政安排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数量指标
1:1万数字地形图测绘和更新面
积

=10400平方千米

质量指标 数字地形图成果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数字地形图测绘完成及时性 及时

社会效益指标 地形图测绘成果利用率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础测绘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字地形图使用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加快甘南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工作，为黄河流域环境生态
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加强黄河干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充分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和高
质量发展目标。完成甘南部分区域1:1万数字地形图测绘和更新面积10400平方千米
。

项目资金（万元） 40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部门本级）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培训人次 >=200人

证书（证明）印制数量 >=20万套

差旅发放人次 >=180人次

公车租赁次数 >20次

购买打印机 =3台

证书（证明）印制合格率 =100%

差旅发放准确率 =100%

打印机验收合格率 =100%

差旅发放及时性 及时

证书（证明）印制及时性 及时

设备购置成本 有所降低

人均培训成本 有所降低

证书、证明印制成本 有所降低

经济效益指标 成果应用率 >=90%

业务人员办证正确率 >=90%

产权保护 加强

项目成果对业务的指导率 >=20%

证书（证明）使用率 =100%

部门协助率 =100%

相关规程、规范 建立健全

政策宣传 到位

成果共享情况 及时准确

配套设备到位率（%） =100%

群众满意度 >=90%

涉及自然资源部门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根据各市州需求，完成证书（证明）印制20万套；2、培训200人左右的登
记发证人员，进一步熟练业务，增强能力，减少错误率，保障发证；3、推进全省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部署应用工作；4、专业设备购置满足业务需求。

项目资金（万元） 20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行维护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大数据与国土空间治

理能力基础建设项目

项目类型 新增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30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3000

年度绩效目标

    到2021年底，完成顶层设计，完成标准规范及制度体系建设、开展自然资源“
一张网”建设、开展自然资源“一张图”的数据整理整合工作，升级完善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开展三大应用体系一期建设。本期主要目标为指导后期自然资源信
息化的建设工作；夯实安全高效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能力 ；搭建部分业务系统，支
撑基础业务的信息化管理、基础的政务办理以及行政办公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应用体
系（一期）

=1套

标准规范 =1套

初步设计 =1套

自然资源监管决策应用体系
（一期）

=1套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升级 =1套

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一期） =1套

技术和业务专家咨询 >20人次

软硬件及基础设施采购 >=49台/套

互联网+自然资源政务服务应
用体系（一期）

=1套

质量指标

机房环境、硬件设备、线路正
常运行率

>=96%

初步设计和标准规范满足需求
率

=100%

新采购设备检验合格率 =100%

软件系统验收通过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购置安装到位及时率 =100%

软件维护及时性 及时

线路保障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工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务服务保障能力 提升

提高办事效率 >=40%

促进政务公开 >=80%

提升数据共享度 >=80%

便民服务体验 提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网上办事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配套设施完备性 完备

软件维护人员到位率 =100%

网络服务厂商到位率 =100%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对外承诺的网上办理事项数据
共享情况

及时准确

统一标准规范 完成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共享情况 及时准确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软件使用者满意度 >=85%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行业管理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16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60

年度绩效目标

    一、耕地核查①对当年完成验收的各类新增耕地项目信息进行上图入库 ；②完
成当年9月前，前年9月后验收项目新增耕地坐标录入工作 ；③完成当年9月前，前年
9月后验收项目新增耕地外业核查工作 ；④形成当年补充耕地核查工作成果。二、图
斑核查①掌握矿山净增恢复治理面积年度变化；②通过实地核查比对解译图斑与实
际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是否相符；③统计2020年度绿色发展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统填报图斑个数 >=1170个

工程点测量 >=306个

当年验收项目入库率 =100%

项目新增耕地坐标入库率 =100%

地质调查面积 >=30.53平方千米

新增耕地外业认定核查次数 >5次

制定矿山恢复治理遥感调查技
术规范

=1套

购买补充耕地多图斑核查举证
软件

=2套

购买补充耕地图斑核查无人机
及移动终端

=2台

购买影像处理移动工作站 =3台

质量指标

图斑入库合格率 =100%

新增耕地坐标入库合格率 =100%

购买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点测量及时性 及时

当年验收项目入库及时性 及时

项目新增耕地坐标入库及时性 及时

系统填报图斑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所需资料成本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所需设备成本 低于社会平均购置成本

人员、交通成本 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政府决策 提供依据

城镇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冲
突

有效缓解

落实全省占补平衡 落实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制定相关规范、规程 及时

档案管理 完备

组织管理情况 到位

信息化建设情况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相关部门满意度 >=8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勘查调查经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行业规划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8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800

年度绩效目标

    1、从空间上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
要载体，对一定时期内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统筹部署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陆海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规范省域开发建设活动秩序、实施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编制专项规划、市县等下位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依据 ，具有战略性、综合性
、约束性和协调性；2、编制“村庄空间规划”技术指南1套、编制“市县空间规划
”技术规定1套。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专项培训次数 >=2次

开展专项规划研究数量 >=1项

编制“市县空间规划”技术规
定

=1套

编制“村庄空间规划”技术指
南

=1套

质量指标

“村庄空间规划”技术指南达
标率

=100%

“市县空间规划”技术规定达
标率

=100%

专项培训考核通过率 >=90%

时效指标

组织专项培训及时性 及时

编制“市县空间规划”技术规
定及时性

及时

开展专项规划研究及时性 及时

编制“村庄空间规划”技术指
南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域开发建设活动秩序 规范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

为政府决策 提供依据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间规划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共满意度 >=8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行业业务管理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74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培训宣传工作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软件及设备购置完成率 =100%

编制印刷工作完成率 =100%

日常业务工作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自然资源行业技术支撑各类方案
报告年度计划完成率

=100%

保障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基金中
心)

>=20项

违法占地勘测调绘面积(信息中
心)

>=50000平方千米

自然资源行业技术支撑各类方案
报告完成率

=100%

业务工作达标情况 符合业务标准

培训宣传需求相符率 =1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编制印刷达标率 =100%

勘测调绘成果合格率(信息中心) =100%

日常业务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培训宣传开展及时性 及时

设备购置完成及时性 及时

编制印刷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自然资源行业技术支撑各类方案
报告及时性

及时

地质勘查项目完成及时性(基金
中心)

及时

成本指标 设备购置成本 低于市场价平均值

经济效益指标
基金项目新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价
值(基金中心)

>=8亿元

自然资源行业业务管理水平 提高

成果应用与利用 有效应用

工作效率 提高

竞赛荣誉获得数(厅机关) >=3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及时有效保障各行各业用地需求；切实将强耕地保护与建设，守住耕地红线；
推动地质矿产行业发展，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确保各项任务经费使用合理
合规，严格预算支出执行、项目支出预算执行。全面落实政府采购制度；加强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提高行政能力；做好本年度地质勘勘查基金项目的审查、论证、招
标，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项目验收以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做好遥感与地理信息
技术服务与全省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

项目资金（万元） 2740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勘查项目安全事故数 =0起

持久稳定廉洁高效的经费保障机
制

基本建立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工作人员素质 提升

工作人员满意度 >=85%

群众满意度 >=80%
满意度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效益指标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新建自然资源统一登记数据库 =1套

登记成果内外业检查完成率 =100%

政策宣传次数 >=2次

统一登记成果图件 =100%

地籍调查数据库 >=20个

登记成果内外业检查验收合格率 =100%

统一登记数据库验收合格率 =100%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登记成果内外业检查及时性 及时

为政府决策 提供依据

确权登记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不断提高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宣传覆盖率 持续扩大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 建立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

成果共享情况 及时准确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动态、持续掌握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完成登记成果内外业检查，并及
时入库。

项目资金（万元） 2000



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二级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专项工作经

费（一次性）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专项工作经费

项目资金（万元） 20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000

年度绩效目标

    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其他已开展开展工作的基础上 ，按国家统一的标准和
时限要求，做好进度控制和质量管理；按国家统一期限完成全省42.58万平方千米
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在国家统一期限内完成甘肃省责任区 2021年地理国情
监测工作；在二级水文地质单元及具有供水意义和前景的空白区域和监测点密度稀
疏的区域建设监测网点，新建12个地下水监测网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果验收完成覆盖面积 >=42.58万平方千米

成果生产完成覆盖面积 >=42.58万平方千米

新建地下水监测井 =12个

省级数据库更新数 =2个

成果数据检查完成覆盖面积 >=42.58万平方千米

质量指标
国家质量复核合格率 =100%

项目成果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成果验收时限 按国家统一期限内完成

项目完成时限 按国家统一期限内完成

成果汇总时限 按国家统一期限内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工作社会影响范围 扩大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

可持续影响指标
调查人员专业分工 合理

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国土变更调查数据用户满意度 >=85%

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用户满意度 >=85%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应急及防

治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21444

      省级财政安排 6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标准化值班室建设 =6个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数 >=5000处

地质灾害隐患工程治理数 =10处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验收合格
率

=100%

群测群防数据信息上报率 =100%

群测群防数据信息上报及时性 及时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完成及时性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治理工程及搬迁避让保护财产 ＞=16000万元

治理工程及搬迁避让保护人数 >=3000人

有效消减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 =10处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工程治理区的生态地质环境 改善

地质灾害防治制度健全性 健全

地质灾害长效管理机制运行 良好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完成2021年度10处地质灾害隐患工程治理；2、开展14个市州汛期群测群防
工作；3、完成6个标准化值班室建设。

项目资金（万元） 27444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耕地开垦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耕地保护经费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项目资金（万元） 2363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3630

年度绩效目标

    1、落实到土地整治项目的建设规模达到 500公顷以上；2、计划新增耕地面
积大于25公顷；3、项目实施后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别；4、新增耕地率大于
5%；5、项目区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度高于 3%；6、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
增加值大于500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 >=500公顷

新增耕地面积 >=25公顷

质量指标
耕地质量提升 =0.5个等别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工移交及时性 及时

项目竣工及时性 及时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贫困地区农民增收 有效带动

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
增加值

>=500元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
度

>=3%

新增耕地率 >=5%

生态效益指标
土壤流失降低率 >=20%

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耕地开垦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土地开发复垦整治长效机制
建立情况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土地整治工作专项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
目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220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新增耕地面积 >=100公顷

实施区域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率

>=50%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20公顷

土地整治建设规模（含灾毁耕地
面积）

>=2000公顷

耕地质量等别提升 >=0.50个等级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

修复后的地址环境稳定程度 提升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工后是否及时移交 及时

项目验收后是否及时上图入库 及时

项目竣工及时率 及时

经济效益指标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 带动

实施区域矿山地质灾害隐患 下降

项目区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度 >=3%

项目区当年土地生产率提升度 >=3%

实施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提升

实施区域矿山生态状况 改善

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 >=80%

实施区域露天矿山扬尘 下降

土地开发复垦整治长效机制建立
情况

建立

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耕地开垦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1、计划实施矿山生态修复面积大于20公顷；2、土地整治建设规模（含灾毁耕
地面积）大于2000公顷；3、实施区域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率达到50%；4
、新增耕地面积达到100公顷；5、耕地质量等别提升0.5个等别；6、项目区当年土
地利用率提升度和土地生产率提升度≥3%；7、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达到80%。

项目资金（万元） 12200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地质遗迹保护专项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矿产资源与古生物化石保护
资金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5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500

年度绩效目标

    平凉市：完成1:1万古生物化石资源专项调查面积200平方千米，1:1000地
质剖面测量1千米，成果报告1份，化石鉴定20件，标识牌10块，宣传折页10000
张；临夏州（东乡、广河、永靖）：完成1:1万古生物化石资源专项调查面积
150平方千米，1:1000地质剖面测量1.5千米，1:100化石分布图4份，成果报告2
份，古生物化石档案2册，化石鉴定20件；兰州市红古区化石产地保护1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剖面测量 >=2.5千米

化石档案 >=2册

调查报告 >=3份

产地保护 >=1处

调查面积 >=350平方千米

保护围栏 >=300米

宣传图册 >=1册

化石鉴定 >=40件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化石保护政策知晓度 >=75%

化石调查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地质环境 有所改善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专业分工 合理

工作协作机制 健全

设施设备到位率 =100%

信息公开机制 建立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耕地开垦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土地整理复垦与耕地保护项

目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项目资金（万元） 1320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13200

年度绩效目标

    1、计划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3000公顷以上；2、新增耕地面积150公
顷以上；3、计划提升耕地质量等别0.5个等级；4、年新增粮食产能提升200万
公斤以上；5、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收入增加500元以上；6、新增耕地率大于5%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 >=3000公顷

新增耕地面积 >=150公顷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

新增耕地质量等别提升 >=0.50个等别

时效指标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亩均投资 >=10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粮食产能提升 >=200万公斤

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收入增
加值（元）

>=500元

社会效益指标

次年新增耕地种植比例 =100%

新增耕地率 >5%

项目区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
度

>=5%

生态效益指标 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土地整治项目监控机制 建立健全

土地整治项目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一级项目名称
土地整治工作专项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土地整治等补助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项目资金（万元） 21390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 21390

年度绩效目标

    1、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高于10公顷，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达到200公
顷，新增耕地面积超过50公顷；2、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增加值≥
500元，项目区新增粮食产能≥15万公斤；3、新增耕地率≥3%，项目区当年土
地利用率提升度≥3%；4、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达到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10公顷

新增耕地面积 >=50公顷

土地整治项目建设规模 >=200公顷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0%

修复后的地质环境稳定度 提升

时效指标

项目完工后是否及时移交 及时

项目验收及时性 及时

是否及时上图入库 及时

项目竣工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区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
增加值

>=500元

项目区新增粮食产能 >=15万公斤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区安全事故发生数 =0起

新增耕地率 >=3%

项目区当年土地利用率提升
度

>=3%

生态效益指标
防护林网树木成活率 >=80%

实施区域矿山生态状况 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耕地开垦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

土地开发复垦整治长效机制
建立情况

建立

管护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申报单位名称

一级项目名称
矿山生态恢复保护

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
（部门对下转移）

项目类型 延续性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分类 经济社会发展类

其中：中央补助安排 5890

      省级财政安排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面积 >=385公顷

项目开工率 =100%

修复后土地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
的符合度

=100%

修复后的地质环境稳定程度 提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时编制并启动实施方案 按时

经济效益指标
实施区域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率

>=50%

实施区域矿山地质灾害隐患 下降

实施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 提升

实施区域地貌 改善

实施区域植被覆盖 提升

实施区域生态系统与周边本地生
态系统协调性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 >=80%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省级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2021年完成矿山修复面积385公顷以上。

项目资金（万元） 5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