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造价咨询放管服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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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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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和《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改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36号）文件要求，我站承担我市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有关资料的技术性检查，以及企业人员执业信用建档维护运用管理、咨询合同和项目的事中事
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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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价咨询放管服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和《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
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36号）文件要求，我站承担我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
关资料的技术性检查，以及企业人员执业信用建档维护运用管理、咨询合同和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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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2020年造价咨询企业动态
核查工作

数量：49.00,单位：项,单价：408.17,金额：20000.00

检查资料、表册的印刷费
数量：1000.00,单位：项,单价：10.00,金额：
10000.00

召开核查情况和年终对咨询企
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召开
全年工作总结、考核会

数量：120.00,单位：人次,单价：250.00,金额：
30000.00

年初召开各县造价站和49家从
业单位及部分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负责人管理工作计划会议

数量：120.00,单位：人次,单价：250.00,金额：
30000.00

数量指标

年初召开各县造价站和49家从
业单位及部分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负责人管理工作计划会议

80.00项

检查资料、表册的印刷费 1000.00项

召开核查情况和年终对咨询企
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召开
全年工作总结、考核会

80.00项

开展2020年造价咨询企业动态
核查工作

49.00项

时效指标

办理建筑施工企业规费证，方
便群众，通过采用一体化平
台，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
次”

采用全程网办，低费率当天办结

质量指标

承担我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
关资料的技术性检查，以及企
业人员执业信用建档维护运用
管理、咨询合同和项目的事中
事后监管

通过对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落实和贯
彻，保证了各环节工程造价的合理合法性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证了建筑市场的规范化，维
护建筑市场秩序，提升工程造
价公共服务水平，有利我市造
价行业健康发展。

规范建设市场秩序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造价咨询放管服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和《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
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36号）文件要求，我站承担我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有
关资料的技术性检查，以及企业人员执业信用建档维护运用管理、咨询合同和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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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工程造价公共服务水平 规范建设市场秩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为切实方便群众办事，真正做
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99%，做到零投诉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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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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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根据《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
36号）文件要求，对结算方式改进后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对违反国家计价计量规范的，依法对造价执
业人员进行处理；有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情况的，依法责令整改，国有投资项目还将情况通报给同级
纪委监委部门。促进工程结算按时办结，减少计价纠纷，有效防止拖欠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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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36
号）文件要求，对结算方式改进后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对违反国家计价计量规范的，依法对造价执业人员
进行处理；有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情况的，依法责令整改，国有投资项目还将情况通报给同级纪委监委部
门。促进工程结算按时办结，减少计价纠纷，有效防止拖欠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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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购置档案柜、防潮剂等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结算文件审查、调解结算争
议，进行现场勘查和调查，产
生产生的差旅费2万元/年。

数量：40.00,单位：项,单价：500.00,金额：20000.00

对全市每年的竣工结算备案资
料合法性、重要指标进行论证
分析，组织专题评审会议2次，
专项工作宣传学习会议等

数量：2.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20000.00

数量指标

业务购置档案柜、防潮剂等 1.00项

对全市每年的竣工结算备案资
料合法性、重要指标进行论证
分析，组织专题评审会议2次，
专项工作宣传学习会议等

2.00项

结算文件审查、调解结算争
议，进行现场勘查和调查，产
生产生的差旅费2万元/年。

40.00项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0-12-31

质量指标 结算备案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违反国家计价计量规范的，
依法对造价执业人员进行处
理；有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情
况的，依法责令整改，国有投
资项目还将情况通报给同级纪
委监委部门。促进工程结算按
时办结，减少计价纠纷，有效
防止拖欠工程款。

长期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确认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委【2019】36
号）文件要求，对结算方式改进后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对违反国家计价计量规范的，依法对造价执业人员
进行处理；有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情况的，依法责令整改，国有投资项目还将情况通报给同级纪委监委部
门。促进工程结算按时办结，减少计价纠纷，有效防止拖欠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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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指标

根据《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进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的通知》（绵住建
委【2019】36号）文件要求，
对结算方式改进后进行事中事
后监管

对违反国家计价计量规范的，依法对造价执业人员进
行处理；有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情况的，依法责令整
改，国有投资项目还将情况通报给同级纪委监委部
门。促进工程结算按时办结，减少计价纠纷，有效防
止拖欠工程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通过采用一体化平台，不需要
现场办理，方便办事人员，提
高办事人员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现场建筑市场材料价格调查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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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2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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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按照《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每年定期发行6期，
根据省厅《关于推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改革的意见》（川建造价发【2015】514号）文件要求，各县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机制，按照市（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要求，负责本辖区内工程造价信息的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
工程造价信息质量和时效，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提供计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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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建筑市场材料价格调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每年定期发行6期，根据
省厅《关于推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改革的意见》（川建造价发【2015】514号）文件要求，各县（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机制，按照市（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要求，负责
本辖区内工程造价信息的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质
量和时效，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提供计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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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将预
计差旅费等

数量：20000.00,单位：项,单价：1.00,金额：
20000.00

根据市场动态和波动情况举行
的调研工作，对行业有关企业
的政策宣贯、情况调研等会议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全市聘请不少于15名调查员对
全市建筑材料、建筑行业周转
材料、园林苗木价格走访咨
询、调查采集、评审、审查汇
总工作

数量：30000.00,单位：项,单价：3.00,金额：
90000.00

数量指标

全市聘请不少于15名调查员对
全市建筑材料、建筑行业周转
材料、园林苗木价格走访咨
询、调查采集、评审、审查汇
总工作

30000.00项

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将预
计差旅费等

20000.00项

根据市场动态和波动情况举行
的调研工作，对行业有关企业
的政策宣贯、情况调研等会议

1.00项

时效指标
及时发布《绵阳市建设工程造
价信息》

及时、准确发布绵阳市造价信息

质量指标
按月采集、上报市造价站分
析、测算后统一发布，为每次
信息发布作准备

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
质量和时效，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国家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工程造价提供计价依据。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材料信息价是工程量清单招标
投标报价材料单价评审依据，
是中标工程材料价格风险调整
的基准价格，充分发挥工程造
价管理的作用

规范建设市场秩序

社会效益指标
可供施工单位投标和有关单位
办理工程结算时作为参考，充
分发挥工程造价管理的作用

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
质量和时效。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现场建筑市场材料价格调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每年定期发行6期，根据
省厅《关于推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改革的意见》（川建造价发【2015】514号）文件要求，各县（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逐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管理机制，按照市（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要求，负责
本辖区内工程造价信息的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质
量和时效，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提供计价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材料价格调查属于主动服务事
项，做到为办事人员服好务

》99%，做到零投诉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村镇建设定额调查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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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劲松 联系电话： 2239156

项目概况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
符合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
访建设有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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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镇建设定额调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符合
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访建设有
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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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名专业技术人员收
集、整理定额信息，产生劳务
费

数量：800.00,单位：项,单价：62.50,金额：50000.00

进行2020年定额专题讲座培训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20000.00,金额：
20000.00

走访七县一区，进行材料价格
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
等工作，产生差旅费等

数量：800.00,单位：项,单价：25.00,金额：20000.00

关于定额征求意见汇总讨论会
数量：1.00,单位：项,单价：10000.00,金额：
10000.00

数量指标

聘请12-13名专业技术人员收
集、整理定额信息，产生劳务
费

800.00项

关于定额征求意见汇总讨论会 1.00项

走访七县一区，进行材料价格
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
等工作，产生差旅费等

800.00项

进行2020年定额专题讲座培训 1.00项

时效指标
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定额》修编工作

按时按量上报省站，圆满完成工作

质量指标

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
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
技术人员，走访七县一区，进
行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
测算、审核等工作

按时按量上报省站，圆满完成工作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进一步提升工程造价信息服务
水平，合理确定和控制国家投
资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

充分发挥工程造价管理的作用，规范建设市场秩序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开展2020年《四川省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
修编工作

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符合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村镇建设定额调查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符合
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访建设有
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办事人员满意度 做到100%，做到零投诉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安全文明费核定事中事后监管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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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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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国家标准GB 50500-2013、）10.2.1 ；10.2.2；10.2.3；
10.2.4强制条款，《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四川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价管理办法》川建
价发（2017）5号等文件规定，核定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并公务监督执行。核定施工企业社会保障费
费率，对施工企业社会保障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执法。一是定期到各县（市）区进行检查合同工
作，预计聘请10名专家产生劳务费2.5万元。二是到施工现场对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召开政策宣传学习和问题情况调研会议，以及到各县检查合同产生车辆租赁费和差旅费用等预计2.5万
元。有效保障安全文明施工费用足额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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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安全文明费核定事中事后监管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通过采用一体化平台全程网办，为切实方便群众办事，真正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有效保障安全文
明施工费用足额投入,切实改善施工从业人员的作业条件和生活环境，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防止扬
尘污染，改善施工现场环境。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通过全程网办，让办事人员少跑路，提高服务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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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到各县（市）区进行检查
合同工作，预计聘请10名专家
产生劳务费

数量：5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5000.00

到施工现场对合同履约情况、
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情况进行
抽查并建档更新维护，召开政
策宣传学习和问题情况调研会
议，以及到各县检查合同产生
差旅费用等

数量：50.00,单位：次,单价：500.00,金额：25000.00

数量指标

定期到各县（市）区进行检查
合同工作，预计聘请10名专家
产生劳务费

50.00次

到施工现场对合同履约情况、
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情况进行
抽查并建档更新维护，召开政
策宣传学习和问题情况调研会
议，以及到各县检查合同产生
差旅费用等

50.00次

时效指标
通过采用一体化平台全程网
办，为切实方便群众办事，真
正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2020-12-31

质量指标 完成每次安全文明施工费测算 1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 长期坚持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安全文明施工费用足
额投入,切实改善施工从业人员
的作业条件和生活环境，防止
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防止扬
尘污染，改善施工现场环境。

长期坚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通过全程网办，让办事人员少
跑路，提高服务满意度

100%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市场材料价格信息公众服务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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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9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劲松 联系电话： 2239156

项目概况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
符合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
访建设有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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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材料价格信息公众服务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符合
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访建设有
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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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场动态和波动情况举行
的调研工作，对行业有关企业
的政策宣贯、情况调研等会议

数量：2.00,单位：项,单价：14950.00,金额：
29900.00

全市聘请不少于15名调查员对
全市建筑材料、建筑行业周转
材料、园林苗木价格走访咨
询、调查采集、评审、审查汇
总工作

数量：20000.00,单位：项,单价：2.00,金额：
40000.00

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将预
计差旅费等

数量：20100.00,单位：项,单价：1.00,金额：
20100.00

数量指标

采集、测算、上报工作，将预
计差旅费等

20100.00项

全市聘请不少于15名调查员对
全市建筑材料、建筑行业周转
材料、园林苗木价格走访咨
询、调查采集、评审、审查汇
总工作

20000.00项

根据市场动态和波动情况举行
的调研工作，对行业有关企业
的政策宣贯、情况调研等会议

2.00项

时效指标
及时发布《绵阳市建设工程造
价信息》

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
质量和时效。

质量指标
按月采集、上报市造价站分
析、测算后统一发布，为每次
信息发布作准备

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
质量和时效，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国家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工程造价提供计价依据。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材料信息价是工程量清单招标
投标报价材料单价评审依据，
是中标工程材料价格风险调整
的基准价格，充分发挥工程造
价管理的作用

规范建设市场秩序

社会效益指标
可供施工单位投标和有关单位
办理工程结算时作为参考，充
分发挥工程造价管理的作用

及时、高效、准确发布价格信息，确保工程造价信息
质量和时效。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市场材料价格信息公众服务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全面展开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的修编、审核工作，为了使新编2020定额符合
我市建筑市场实际情况，按省总站要求组织施工、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走访建设有
关县（市）区，材料价格测算以及工程消耗测算、审核等工作，预计每年收集800余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材料价格调查属于主动服务事
项，做到为办事人员服好务

》99%，做到零投诉



项目基本信息表

(2021年）

填报单位(盖章)：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地价评估建造成本估算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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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399 科目名称： 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项目预算金额： 250,000.00

项目实施单位： 绵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项目起止时间： 2021-01-01至2021-12-31 项目负责人： 张劲松 联系电话： 2239156

项目概况

根据《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暂行办法》（绵府办发【2018】
10号）规定和绵阳市住建委《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工作安排，我站负责地价评
估建造成本估算工作。为实事求是反映项目情况，公平公正进行评估工作，须现场勘察地块地形地貌
现状、了解场地具备的基本施工条件和对造价的影响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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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价评估建造成本估算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暂行办法》（绵府办发【2018】
10号）规定和绵阳市住建委《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工作安排，我站负责地价评估
建造成本估算工作。为实事求是反映项目情况，公平公正进行评估工作，须现场勘察地块地形地貌现状、
了解场地具备的基本施工条件和对造价的影响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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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评估土地进行现场踏勘，
产生差旅费等

数量：100.00,单位：个,单价：200.00,金额：
20000.00

组织专家对相关基础数据按现
时市场价格进行分析、测算，
产生印刷费

数量：40.00,单位：个,单价：200.00,金额：8000.00

组建造价咨询库，选取企业和
专家实施建造成本估算,召开会
议，产生中午加班餐费

数量：40.00,单位：个,单价：300.00,金额：12000.00

组建造价咨询库，选取企业和
专家实施建造成本估算,产生劳
务费、咨询费等

数量：70.00,单位：项,单价：3000.00,金额：
210000.00

数量指标

组建造价咨询库，选取企业和
专家实施建造成本估算,召开会
议，产生中午加班餐费

40.00个

组建造价咨询库，选取企业和
专家实施建造成本估算,产生劳
务费、咨询费等

70.00项

组织专家对相关基础数据按现
时市场价格进行分析、测算，
产生印刷费

40.00个

对待评估土地进行现场踏勘，
产生差旅费等

100.00个

时效指标
按时高效完成市住建委安排的
评估工作

按每次通知和需要完成每次评估工作

质量指标 符合规划项目及实际条件 保证市住建委报送需要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市场影响
加强土地价格管理，建立健全地价管理体系，合理有
效开发利用和经营土地，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行为，保障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社会效益指标

为贯彻落实《绵阳市市辖区地
价管理暂行办法》（绵府办发
【2018】10号），完善地价评
估体系

使评估工作更规范、合理、公平。建立健全科学、透
明的地价评估体系，真实反映土地市场价格。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地价评估建造成本估算专项经费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暂行办法》（绵府办发【2018】
10号）规定和绵阳市住建委《国有建设用地价格评估实施方案（试行）》工作安排，我站负责地价评估
建造成本估算工作。为实事求是反映项目情况，公平公正进行评估工作，须现场勘察地块地形地貌现状、
了解场地具备的基本施工条件和对造价的影响因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报送市住建委数据通过 保证市住建委报送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