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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备灾救灾及三献宣传工作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720000

项目总目标
1.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开展“三献”及普法宣传不少于25场次，组织市民、红十字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
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入库100人次。2.组织志愿者开展交流、培训不少于2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人次 >=50人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人次 >=500人

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数（个） >=1个

备灾救灾及应急救护演练数（次） >=10场次

质量指标

造血干细胞、遗体捐献工作标准

按照四川省红十字会关于做好“三献”宣传的有关通知要
求：一是制定宣传方案；二是组织现场宣传、展示和发放
宣传资料；三是做好信息采集和入库登记；四是做好信息
报送等工作。

备灾救灾和应急救护演练工作标准

一是制定备灾救灾和应急救护演练预案或通知 ；二是开展
现场应急救护演练；三是对现场应急救护演练进行评估；
四是做好应急救护演练信息收集和上报。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72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通过全市10场次及以上的备灾救灾和应急救护演练，实现
红十字备灾救灾体系更加完善，提升全市红十字备灾救灾
和应急救援能力；通过网上红十字文化阵地建设，传播红
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加强1支专业化志愿服
务队的建设，组织市民和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加入到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者、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者行列，
组织和宣传动员市民、红十字志愿者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
≥50人次、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500人，弘扬社会
正能量。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红十字备灾救灾体系更加完善，提升
全市红十字救援能力；通过传播红十字“人道、博爱、奉
献”精神，加强专业化志愿服务队的建设，组织市民和志
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弘扬社会正能量。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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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

度）

项目名称 成都公益项目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90000

项目总目标
建立回访工作机制，对捐赠人、受助人开展回访活动10场次，捐赠人满意度90%以上；广泛开
展人道资源动员品牌宣传及推广活动2场次；开展驻村帮扶工作2场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建立回访工作机制，对捐赠人、受助人开展
回访活动10场次；广泛开展人道资源动员品
牌宣传及推广活动2场次；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2场次。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和
《四川省人道救助管理办法》实施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9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人道资源动员能力不断提
高，人道资源动员方式不断拓展创新，红十
字人道救助实力和人道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公信力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呼吁更多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参与、支持红十字事业工作。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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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成都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0

项目总目标

1. 通过在省红十字基金会设立的“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成都退役军人关爱援助专项基金”，并引导社
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定向捐赠，壮大基金规模。2.依托成都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服务体系，做好困难退
役军人情况收集汇总工作，将更多的困难退役军人纳入专项基金关爱援助范围。3.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
第三方评估和评审机制，对困难退役军人实施关爱援助。4.数量指标。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发放救助款物
≥150万元。5.质量指标。按照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红十字会《关于启动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试点
工作的通知》（成退役军人发〔2019〕37号），对符合救助的退役军人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其他优抚对象
开展救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救助人次≥100人，发放救助款物≥150万元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成都市红十字会《关于启动退
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成退役军人发
〔2019〕37号），经过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组织评审和
公示后，对符合救助的退休军人及其直系亲属以及其他
优抚对象开展救助。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5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保障专项基金的宣传、人员、办
公及项目管理等必要经费，充分发挥四川省红十字基金
会公募平台和市、县（区）各级红十字会以及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的职能优势，发放救助款物不少于150万元，
对我市患重大疾病、遭遇意外事件和自然灾害以及其它
特殊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家庭进行关爱援
助，让困难退役军人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和温暖，推动全
社会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项目主要依托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基金管理和公募平台影
响力及专业化优势，服务成都退役军人关爱援助项目统
筹管理，并由省红十字基金会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救助对
象进行评审，直接对符合救助标准的退役军人发放救助
款物。通过项目实施，实现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有效衔
接，让更多的人关注退役军人，关爱退役军人，让退役
军人更有获得感、归属感。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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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项目总目标 根据社区需求，在2个城乡社区建设社区应急响应“一键呼救”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在2个城乡社区建设社区应急响应“一键
呼救”系统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管理
办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博爱家园执
行手册》要求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1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增强社区自救互救力
量，提高社区在非紧急和紧急状态下组
织开展自救互救活动的能力，为社区居
民提供多种人道服务。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通过项目实施，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精
准救护，最大程度保护社区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健康。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社区居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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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

项目总目标
走访慰问全市250户城乡低保及低保边缘群众、红十字志愿者、遗体和器官捐献困难家庭，发放慰问金或
慰问品10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走访慰问城乡低保及低保边缘群众、红十字志愿者
、遗体和器官捐献困难家庭250户。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四川省红十字会以及市委
市政府送温暖等文件要求，落实符合开展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的250户城乡低保及低保边缘群众、红
十字志愿者、遗体和器官捐献困难家庭的资料收集
、组织评审、公示、走访及慰问金发放到位，并对
领取和发放情况进行跟踪抽检，抽检率不低于3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1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通过开展博爱送万家和“走基层送温暖”活动，市
本级拟集中慰问250户城乡困难群众和红十字志愿
者，通过少量财政资金的投入，带动社会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进行爱心捐赠，鼓励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广泛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用于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让更多的城乡困难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爱以及社会的温暖，构建和谐社会，全市红
十字系统开展博爱送万家和“走基层送温暖”慰问
不低于3000户，慰问款物不低于150万元，"红十字
博爱送万家"人道救助项目品牌社会效果显著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通过持续开展博爱送万家和走基层送温暖活动，指
导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广泛开展募捐工作，呼吁更多
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人道救助，深化红十字
会人道救助品牌项目，弘扬公益成都、友善成都的
城市精神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让困
难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社会的温
暖，构建和谐社会。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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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红十字救护培训管理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0000

项目总目标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新增红十字救护员2万人，普及培训12万人次；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标
准化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建设要求，新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2个和景区红十字救护服务站3
个。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新增红十字救护员2万人，普及培训
12万人次，新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2个和景区红
十字救护服务站3个。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工作手册要求，
指导和督促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完成救护员培训、考试考
核合格持证人数≥2万人。新增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2处和景区红十字救护服务站3处。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25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一是督导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完成全年救护员培训和普及
培训目标，力争到2021年末全市持证红十字救护员总人
数达到25万人次，接受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总人数
达到70万人次，提升市民自救互救能力，倡导社会崇尚
互助互救风尚。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通过实施红十字救护培训管理项目，一是培养一批救护
员，广泛宣传自救互救知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关注
效益，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救护员培训，培彰显城市的核
心价值。二是持续提升群众救护能力，在关键时刻保护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健康，为建设健康城市贡献力量。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培训学员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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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部门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                                                                                           成都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红十字救护培训项目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 成都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度资金总额： 419800

项目总目标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新增救护急救员2万名，其中：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本级新增救护急救员1900名，
开展救护师资培（复）训100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绩效指标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完成数量
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本级新增救护急救员1900名，
开展救护师资培（复）训100名。

质量指标 项目完成质量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工作手册》的
相关规定，培训后经考核合格，颁发中国红十字会急救
员证书。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成本 <=41.98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完成社会效益

一是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六类
课堂和五进活动，增强城市影响力和群众安全性；二是
为大运会培训志愿者1000名，为社区治理培训救护员
1900名，展示成都文貌和城市安全系数；三培训师资
100名，提升应急救护培训的品质；四是联合举办急救
大赛，提升成都的品牌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性

一是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六类
课堂和五进活动，将培训成为品牌；二是创新线上理论
+线下实操的培训新模式，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培训，提
升培训率；三是推广急救员的应用技术，让救护员参与
社区治理和城市文明建设，通过施救让成都成为幸福城
市。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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