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江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单位名称 市台联

单位主要职能

镇江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居住在镇江市的台湾同胞的爱国民众团体，由中共镇江市委领导，市委统战部代管。主要
工作职责是：

（一）大力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认真做好岛内、海外及港澳地区台胞的接待工作。会同有关部

门促进和参与岛内、海外台湾同胞开展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以经贸交流为重点的各项交流活动，增加他们对祖国大

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的了解，密切两岸同胞的感情联系。
（二）协助做好为台商和台生服务、联谊工作。积极宣传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宣传贯彻国家保护台湾同胞在大陆

投资所制定的法令、法规，介绍镇江经济发展状况和投资环境。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牵线搭桥、排忧解难的工

作，协助依法维护台商投资、经营中的一切正当权益，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协助解决台商在投资、经营和工作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向台生介绍到祖国大陆求学的有关规定，协助台生做好有关报考事宜。对在祖国大陆求
学的台生要关心爱护，加强联谊，增进感情，对他们在学习、生活、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

加以解决和引导。

（三）深入研究台情，加强对台宣传。在深入研究台情，准确把握台湾民情和民众心态的基础上，针对台湾人民关

心的问题，一方面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采用台湾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地开展宣传工作，使中央方针政策能为台湾民众逐渐理解和接受，做到入岛、入耳、入心，促

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四）密切联系本市的台湾同胞，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加强台胞间的联谊，促进团结。关心本市台胞，

努力反映并协助解决台胞在生活、学习、工作、赴台探亲、定居等方面的困难。
（五）向本市台胞积极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加强中青年台胞的教育培养，引导台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和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六）接受党委和有关部门的委托，配合他们推荐镇江市台湾省籍代表、委员参加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发

挥台胞参政议政作用。
（七）承办省台联、市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1.本部门无内设机构，无下属单位。
2.单位编制3人，实有3人。

中长期目标 在省台联及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开展对台联谊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台湾民心，为两岸早日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年度目标

2021年镇江市台联继续在中共镇江市委的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和省台联的指导帮助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团结我市广大台胞，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促进同胞心灵契合，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镇江，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

力奋斗。

（一）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结合台联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市台联机关干部和

全市台胞进行学习，全年要举办1-2次学习经验交流会。
（二）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有关对台工作的论述，明确方向，按期开好市台联理事会，认真参加全省专职干部工作

会，不断提高台联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层次。

（三）积极开展参政议政工作，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习活动，提高参政议政水平；认真组织市政协

台联界委员的涉台专题调研，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条件。
（四）进一步做好定居镇江的台胞服务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情况，加强对青年台胞的培养，关注老

台胞和困难台胞的生活，认真细致地做好困难补助费的发放工作，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多种服务。积极创造条件，

继续组织好台联的各项传统联谊活动。 

（五）进一步做好台商服务联谊工作，建立和台商联系的制度，经常走访、慰问台商，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台商在
生产经营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六）进一步加大台生及两岸婚生子女工作的力度，加强联系沟通，经常走访、慰问，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在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七）会同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岛内、海外台胞来镇江的接待工作。促进两岸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做好咨询和服
务接洽工作。

（八）加强和友邻省市台联的联系，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组织台联干部到台联工作开展得较好的省市实地考

察、学习。

（九）抓好台联专职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台联专职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十）完成好省台联和市委统战部等交办的各项任务。

部门整
体   资

金

(万元)

收

入

全年预算数
资金总额 106.53

财政拨款
小计 106.53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6.53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其他资金 0

支

出

半年计划执行 全年预算数
资金总额 41.6 106.53
基本支出 35 77.86
项目支出 6.6 28.67

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率 =0% 0%
预算执行率 <=45 1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机构建设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一级指 二级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台胞联

谊工作

创业交流 自主创业台胞小组交流活 1次 1次
春节联谊 组织迎春联谊会 1次 1次
欢度重阳 老台胞欢度重阳节活动 0次 1次
健康活动 开展“健康伴我行”活动 1次 1次
联谊交流 组织春季联谊交流活动 1次 1次
青小联谊 组织青年台胞、小台胞联 1次 1次
庆祝活动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 0次 1次
生活补助 老台胞和困难生活补助 2.1万 4.2万
往来接待 岛内和海外台胞往来接待 1次 2次
中秋联欢 组织开展中秋联欢活动 0次 1次
走访慰问 定期走访慰问老病困台胞 2次 4次

台联机

关业务

干部培训 参加台联系统专职干部培 0次 1次
换届选举 召开市台联第九次代表大 0次 1次
机关学习 召开市台联机关学习会 6次 12次
理事会议 召开市台联理事会 1次 2-3次
委员调研 组织台籍政协委员工作调 1次 2次
座谈工作 组织参政议政座谈会 0次 1次

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台胞活动参与率 100%
生活补助发放率 100%



镇江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审核表

审核内容 审核要点 主管部门审核

目标规范性

①部门基本信息是否清晰完整,<br/>是否设定了绩
效目标、绩效指标及指标值;<br/>

②绩效目标是否与本部门职能、<br/>发展规划等密
切相关，设置是否全面且规范;<br/>

③是否按部门职能和年度重点工作细化量化指标，
<br/>是否突出了部门屡职核心绩效内容。

通过

目标规范性
①部门基本信息是否清晰完整,<br/>是否设定了绩

效目标、绩效指标及指标值;<br/>
通过

目标合理性
①绩效指标和指标值是否经过论证和合理测算，
<br/>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事业发展规律；<br/>

通过

目标合理性
①绩效指标和指标值是否经过论证和合理测算，
<br/>符合行业正常水平或事业发展规律；<br/>

通过

资金匹配性
①部门整体预算资金来源是否合规，<br/>投入是否

经济，与绩效目标是否匹配，<br/>
通过

资金匹配性
①部门整体预算资金来源是否合规，<br/>投入是否

经济，与绩效目标是否匹配，<br/>
通过

审核结果 不通过
主管部门审核意 审核通过
绩效处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业务处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注：每项审核内容均通过，则审核结果为“通过”，其中有一项审核内容不通过，则审核结果为“不通过”。



镇江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审核表

财政部门审核
绩效处审核 业务处审核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

注：每项审核内容均通过，则审核结果为“通过”，其中有一项审核内容不通过，则审核结果为“不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