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23年组织工作专项业务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3947.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3947.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3947.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1.党组织建设工作经费2180万元。其中：组织一处1350万元；组织二处200万元；组织三处477万元；党员教育中心153万元。

2.干部工作经费564万元。其中：干部一处工作经费100万元；干部二处工作经费8万元；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办公室经费65万元；干部教育处培训经费300万元；干部监督处工作

经费30万元；干部人事档案处经费61万元。

3.公务员工作经费369万元。其中：公务员一处39万元；公务员二处240万元；公务员三处90万元。

4.组织机关自身建设834万元。其中：组织工作自身工作81万元；新闻与网络宣传片制作35万元；党建研究课题调研、中组部课题起草编撰等费用60万元；大组工网、全国党员

管理系统宁夏节点、“12380”举报网站、部机关内控管理系统等级保护年度测评等费用558万元；信息化建设运维费用100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党组织建设工作经费
打造了一批基层组织，开展各类培训、调研工作
等20批次

1-产出指标 干部工作经费 开展各类干部调研、培训、召开会议10批次

1-产出指标 公务员工作经费 开展2023年选调生招录、公务员转调任等工作

1-产出指标 组织机关自身建设经费
开展组织机关党建研究、新闻与网络宣传、财务

审计及资产清查、档案整理等工作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党建促脱贫攻坚，发展壮大薄弱村空壳村集体经济；对社区党组织建设进行深入调研，对社区党组织

书记进行党务知识、服务群众能力、社会治理等方面培训；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能力得到提升，

党组织阵地建设更加完备；制作的电视节目，达到电视栏目播出要求

90%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该项目资金根据具体情况支付完成，大部分项目截至2023年12月底前完成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党组织建设工作经费 2180万元

1-产出指标 干部工作经费 564万元

1-产出指标 公务员工作经费 369万元

1-产出指标 组织机关自身建设经费 834万元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发展壮大薄弱村空壳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通过支持资金，打造精品党建

项目，培训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城市基层党务工作者，提高党组织书记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党务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困难党员、老党员感受组织关怀；促进全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持续健康
发展；促进全区农村党员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 通过开展补贴来宁挂职干部、干部教育培训、干部人

事档案管理工作，促进干部工作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各项组织工作、建设信息化项目，促进全区组

织系统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90%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调动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三大三强”促脱贫富民行动和“两个带头人”工程；调动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

创建星级基层党组织积极性；使得项目可持续发挥效益；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组织力不
断提升，政治功能得到强化；党员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 通过开展补贴来宁挂职干部、干部教育

培训、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促进干部工作进一步提升。通过开展各项组织工作、建设信息化建设

项目，进一步提高全区组织系统在全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95%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资金投入，全区组织系统的服务对象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满意度较高 95%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3.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3.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3.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为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发放2023年度生活补贴。2023年对现有13位建国前老党员进行生活补助，需要自治区财政

厅拨付预算资金6.018万元。主要包括：1.对已经享受优抚对象的7名建国前老党员，每人每月补助50元，合计0.42万元；2.对未享受优抚对象的6名建国前老党员按

照入党时间不同，给予不同金额的补助，其中2人每月补助810元、1.944万元，4人每月补助730元、3.504万元，合计5.448万元；3.对未享受优抚对象补助的6名建国

前老党员8月以后每人每月提高50元补助，合计0.15万元。总计需要资金6.018万元，用于保障该项工作圆满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人数 13人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覆盖率 100%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支出 3万元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使建国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享受生活补贴 效果显著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满足建国前老党员能够体现党组织的关怀 中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建国前老党员满意度 100%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6621.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6621.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6621.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宁财农发[2020]517号）文件要求，按照全区2208个行政村，自治区每个村

每年3万元标准给予定额补助开展全区乡村治理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保障村数 2207个村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 规范使用

1-产出指标 资金支出要求 规范足额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拨付时限 年初及时拨付村委会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乡村治理专项经费标准 30000元/村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明显增加

2-效益指标 村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村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一步增强

2-效益指标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稳步增强

2-效益指标 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村干部和村民满意度 90%以上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村干部报酬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34550.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3455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3455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宁财农发[2020]517号）文件要求，自治区按照村（指行政村）均5人
给予定额补助，川区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山区每人每年补助4万元，不足部分由县（区）财政统筹解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川区人数 4795人
1-产出指标 山区人数 6240人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村干部报酬发放 及时足额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村干部报酬发放时限 基础补贴按月发放，绩效补贴年底前发放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自治区按照村（指行政村）均5人给予定额补助，川区每人每年补助2万元 20000元

1-产出指标 自治区按照村（指行政村）均5人给予定额补助，山区每人每年补助4万元 40000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明显增加

2-效益指标 村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村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一步增强

2-效益指标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稳步增强

2-效益指标 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村干部满意度 90%以上

3-满意度指标 村民满意度 90%以上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6621.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6621.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6621.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宁财农发[2020]517号）文件要求，自治区按照全区2208个行政村，

每村每年3万元的标准给予定额补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落实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村数 2207个村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规范使用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拨付时限 年初及时拨付村委会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30000元/村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明显增加

2-效益指标 村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村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一步增强

2-效益指标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 稳步增强

2-效益指标 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提升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激励农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明显提升

2-效益指标 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满意度 90%以上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村干部任职20年补贴资金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93.48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93.48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93.48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根据《关于在全区村级党组织中开展“三大三强”促脱贫富民行动的实施意见》（宁党办〔2017〕74号）文件要求，对任职累计满20年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

等，按照在职每人每月奖励补贴400-600元，离职每人每月奖励300-400元的要求，计划2023年村干部任职20年补贴资金93.48万元。2023年补贴发放金额根据实际新

增和减少人员情况按照标准核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离职并获得部委、自治区表彰的村干部人数 约237人
1-产出指标 离职并获得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村干部人数 约4人
1-产出指标 在职并获得部委、自治区表彰的村干部人数 约10人
1-产出指标 在职并获得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村干部人数 约2人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满足条件人员发放覆盖率 100%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发放时限 2023年12月31日前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离职并获得部委、自治区表彰的村干部每人每年补贴标准 3600元
1-产出指标 离职并获得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村干部每人每年补贴标准 4800元
1-产出指标 在职并获得部委、自治区表彰的村干部每人每年补贴标准 4800元
1-产出指标 在职并获得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村干部每人每年补贴标准 7200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村干部收入 增加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有利于
2-效益指标 23-生态效益 改善村居环境 有利于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激励农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有利于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激励农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90%以上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到村任职选调生一次性安置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413.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413.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413.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选调生工作的意见》（组通字〔2018〕17号）、中组部2020年7月15日《关于选调生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

村官管理有关问题的答复》（《组工通讯》第41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印发《宁夏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宁组通〔2021〕3号）等文件要求，“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为各级党政机关储备后备力量，补充高素质人才”。根据中组部相关文

件要求，2022年在村任职选调生178名，2023年预计在村任职选调生200名，根据历年结余以及每人每年2.2万元标准预算支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2022年在村任职选调生178名，2023年预计在村任职选调生179名 200名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给予到村任职选调生一次性安置费，使得选调生能够积极工作 较好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完成项目时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完成项目所需财政资金（中央转移支付）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413万元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养具有坚定信念和奉献
精神，对人民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形成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
链，为建设新农村、时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人才保证和组织保证。

较好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较好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用于保障高校到村任职班毕业生能够扎根基层，认真开展工作 ≥95%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全区人才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25000.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2500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2500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新培养高层次人才，新引进高层次人才，新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双创”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建成科技创新平台，打造在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 “人才小

高地”，实施重点优势产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四项提升行动人才支持计划，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通过培养引进壮大人才队伍，不断提升全区人才总量。

    第一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项目8项6460万元；第二类：人才引进体系建设项目8项12463万元；第三类：人才激励体系建设项目6项1595万元；第四类：人才使用体系

建设项目共3项530万元；第五类：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项目10项1134万元；第六类：特色人才项目2818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新培养高层次人才，新引进高层次人才，新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双创”人才，培养高技能

人才，建成科技创新平台，打造在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 “人才小高地”。 不断提升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以创新型科技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双创”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

建设

我区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人才结构不断优化

、人才素质不断提高、人才贡献率不断提升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2023年人才工作经费 25000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坚持“四个面向”，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加大人才工作投

入，在创新实践、创新活动、创新事业中发现、培养、凝聚人才，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

价值链深度融合。

较好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重点学科，培养造就一批杰出科技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后备
军和卓越工程师队伍，精准引进一批急需紧缺人才，柔性引进一批高精尖缺人才，不拘一格用好用

活各类人才，特别是大胆使用青年人才，全面提升人才效能。

较好

2-效益指标 23-生态效益
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

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工作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为人才心无旁骛钻研业务
创造良好条件，努力打造以人才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

较好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减负，突出人才创新能力、质量、
实效和贡献，注重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破除束缚人才发
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较好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 较好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0.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2023年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已列入2023年组织工作专项业务费，2023年不再单独申请预算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舆情监测服务项目等6项 6项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较好完成有关运维工作，信息化项目等级保护测评符合相关标准 较好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截至2023年12月底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2023年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已列入2023年组织工作专项业务费，2023年不再单独申请预算资金 无预算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该项目对全区组织系统及我部信息化建设长期高质量实施，社会效益显著 较好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该项目对全区组织系统及我部信息化建设长期高质量实施，有积极作用 较好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申请相关资金服务对象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全区组织系统的满意度提高 较好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23年驻部纪检监察经费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年度总额 7.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7.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7.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0.00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纪检监察工作经费7万元。纪检监察组及综合监督部门纪检干部培训费2万元；查办案经费（办公用品）1万元；针对综合监督部门（单位）帐目和招投

标等专项检查，聘请社会中介费用、报刊资料费用4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查办案、驻部纪检监察组培训、中介机构聘请事项 3项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通过完成驻部纪检监察组有关工作，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 提高质量，达到95%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驻部纪检监察组开展各类工作所需时间为2023年全年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查办案经费、驻部纪检监察组培训费、中介机构聘请费用等 7万元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通过设立驻部纪检监察组办案经费，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95%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通过设立驻部纪检监察组办案经费，可持续影响进一步提高 95%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通过设立驻部纪检监察组办案经费，驻部纪检监察组查办案件数量进一步提高，各驻部服
务对象的满意程度进一步提升

95%



附件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非财政性项目(基本户)

主管部门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组织部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年度总额 151.00 资金性质 一般公共预算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51.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中：中央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结余结转资金 151.00 　自治区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该项目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非财政性项目，即基本户项目。项目资金主要包含社保缴费单位部分、住房公积金单位部分、中组部拨来项目款、其他自有资
金等。涉及2022年度部分未缴纳的社保缴费，中组部拨来项目款项，我部正在开展的组织工作专项支出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开展项目基本户项目 1个
1-产出指标 12-质量指标 能够较好完成组织系统专项工作 较好
1-产出指标 13-时效指标 能够按期完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产出指标 14-成本指标 完成项目所需资金 1503568.97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能够较好地完成中组部的各项专项工作，以及我部的工作，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较好
2-效益指标 22-社会效益 能够较好地完成中组部的各项专项工作，以及我部的工作，社会效益显著提升 较好
2-效益指标 23-生态效益 能够较好地完成中组部的各项专项工作，以及我部的工作，生态效益显著提升 较好
2-效益指标 24-可持续影响 能够较好地完成中组部的各项专项工作，以及我部的工作，可持续影响显著提升 较好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能够较好地完成中组部的各项专项工作，以及我部的工作，服务对象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