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档案事业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6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6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按照馆藏量重点做好库房各种载体档案的安全保管，确保保管条件符合要求。努力创造和改善保管条件，实现馆藏档
案安全指标达到90%以上。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符合管理要求的档案数量，弥补重点项目实施
及日常管理经费的缺口

5个库房约10万卷（件）档案

质量指标 指标1：确保10万卷（件）档案符合保管要求。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时间 2022年年底

成本指标
指标1：档案保管、书重点项目实施及日常管理等费用
合计

≦16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档案保管安全率 100%

指标2：全县利用者使用率 9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库房档案安全率 100%

指标2：记录盐池本年发生事件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档案使用者满意度 ≥90%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档案抢救保护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完成如下常规工作：1、修复整理裱糊1949——1970年左右破损档案300件；2、洗印馆藏约1万张电子照片，并整理归档；3、剪辑、
整理馆藏视频约500分钟，并存档。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破损档案的裱糊修复整理数量 300件

 指标2：洗印馆藏电子照片 约1万张

 指标3：剪辑、整理馆藏视频 约500分钟

质量指标

 指标1：300件破损档案全部达到修复标准 100%

 指标2：洗印馆藏电子照片达到归档标准 100%

 指标3：剪辑、整理馆藏视频达到归档标准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1949——1970年破损档案的裱糊修复整理

及洗印馆藏电子照片、剪辑、整理馆藏视频等工作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洗印照片费用 5000元

指标2：裱糊人员工资及裱糊相关成本 35000元

指标3：剪辑、整理馆藏视频人员工资 3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保护被抢救档案，延长寿命 100%

 指标2：提高档案利用率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保证被抢救档案实体完整性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档案馆对聘用服务人员满意度 98%

 指标2：档案使用者对已修复档案满意度 90%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档案馆安保经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年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7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协调一家安保或物业公司，聘用2名安保人员，24小时全天候做好档案馆全方位安全保卫及值班工作。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协调安保公司聘用安保人员 2人

质量指标  指标1：安保人员完成档案馆保卫及值班工作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安保工作时间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聘用安保人员费用 7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档案安全符合标准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确保档案馆2021年全年安全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档案馆对聘用安保人员服务满意度 95%以上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档案馆日常运行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6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补充档案馆所有档案专用设施设备安全保管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水、电、暖等管理费用，确保档案管理安
全。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专用设施设备不间断运行天数 365天

质量指标  指标1：专业设施设备正常运转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专业设施设备使用时间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水、电等管理费用 6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为查档人员提供良好查档环境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档案库房正常运转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查档人员满意度 95%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档案史料征集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元）

 年度资金总额： 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5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征集散落在民间的有关盐池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史资料及非物质档案等 200件，增加珍贵红色书籍馆藏量，方便社会
各界利用。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征集民间红色资料、非物质档案件数 200件

质量指标  指标1：红色资料、非物质档案正常使用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征集红色资料、非物质档案时间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征集民间红色资料、非物质档案相关费用 ≦5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增加珍贵资料馆藏量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方便社会各界利用红色资料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红色资料利用者满意度 ≥90%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馆藏档案数字化前期工作费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0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聘用有资质公司或专业人员对馆藏未数字化的纸质档案、照片电子档案进行数字化前期处理，具体工作为：组

卷、标识、整理、划控、洗印等，为日后数字化档案做准备。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组卷、划控、标识、整理工作卷（件）数 3000卷（件）

质量指标  指标1：组卷、划控、标识、整理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日期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聘用有资质公司或专业人员等相关费用 200000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保护实体档案，延长寿命 100%

 指标2：提高档案利用率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确保实体档案完整性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查档人员满意率 95%以上

 指标2：档案馆对聘用公司服务满意度 95%以上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设备购置和维护

主管部门 盐池县档案馆 实施单位 盐池县档案局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一次性项目 项目期 2022-2022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25万元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目标1：购置档案库房空气净化器3台，对室内温控设备、湿度控制器维修和更换、消防设备维修和更新。

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购置空气净化器 3台

 指标2：更换维护室内温控和湿度控制器 各4台

 指标3：更换消防七氟丙烷气体灌 12罐

质量指标  指标1：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完成日期 2022年全年

成本指标  指标1： 相关费用 小于等于2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确保馆藏档案安全 100%

 指标2：提高档案利用率 10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确保实体档案完整性，持续服务社会公众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查档人员满意率 95%以上

 指标2：档案馆工作人员满意度 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