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源县疾控中心2022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合计

505 34.70

505003   门源回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34.70

包虫病防治专项 5.00

目标一：按包虫病国家级监测点工作要求完成
重点人群B超筛查工作，中间宿主、终末宿主
实验室检测工作，对所有确诊的包虫病患者给
予手术或药物治疗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工作，人
群包虫病B超筛查率为95%以上。
目标二：按方案要求完成省州县所定的工作目
标任务，中心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2次，人数
达260人，县乡村宣传督导6次，印刷宣传资料
16000余份。培训、宣传督导成本小于1.8万
元，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
成本小于3.3万元。
目标三：群众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90%以
上，学生包虫病防治知识率达95%以上。
目标四：积极争取包虫病防治项目资金，给予
包虫病手术患者手术补助、服药患者进行免费
的肝肾功能检查。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 培训人数：200人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8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培训合格率：≥95%          
2.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3.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 ：100%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2个月/次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1.8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本：≤
3.3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包虫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
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包虫病筛查率提升 ≥80%
2.包虫病发病率降低 ≤2020年发病率
3.包虫病患者的治愈率提升 ≥治愈率
4.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包虫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包虫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包虫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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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艾滋病等性病防控专项 2.00

目标一：年终按方案要求完成省州县所定的工
作目标任务，中心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2次，
培训人数达200人，县乡村宣传督导6次，印刷
宣传资料8000余份，培训、宣传督导成本达
0.8万元，设备耗材、车辆运行成本约1.2万元
。
目标二：艾滋病感染者随访干预率90%以上
目标三：艾滋病可疑者监测率达90%以上
目标四：诊断发现并知晓自身感染状况的感染
者比例达90%以上  
目标五: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
疗比例达90%以上，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
治疗成功率达90%以上。            
目标六：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抗艾滋病病毒
用药率均达到90%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
降到4%以下。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 培训人数：260人；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6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培训合格率：≥95%          
2.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3.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 ：100%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2个月/次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0.8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本：≤
1.2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艾滋病等性病造成的人民财产
损失规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艾滋病可疑者监测率 ≥90%
2.患者知晓自身病情率 ≥90%
3.艾滋病感染者随访干预率 ≥90%
4.治疗并成功率 ≥90%
5.母婴感染率 ≤4%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艾滋病等性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艾滋病等性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艾滋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结核病防治专项 3.00

目标一：《青海省遏制结核病行动计划
（2019—2022年）》（青卫疾控发〔2019〕61
号）中的要求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结核病
定点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明确、
协调配合的服务体系。中心举办县乡村级培训
班2次，培训人数达220人次，县乡村宣传督导
6次，印刷宣传材料8000余份，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９０％以上，
培训、宣传督导成本小于1万元，设备耗材、
车辆运行成本小于2万元。 
目标二：病原学检查阳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
触者筛查率达到９５％以上。
目标三：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的
总体到位率达到９５％以上。                        
目标四：利福平耐药结核病(以下简称耐药结
核病）防控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病原学阳性肺
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达到90%以上。
目标五：积极争取结核病防治项目资金，提高
结核病患者医疗报销的比例、以及服药患者进
行免费的肝功能检查。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培训人数：220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8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培训合格率 ≥95%
2.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3.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2个月/次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1万元
2.设备耗材、车辆运行成本：≤2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结核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
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结核病筛查管理率 ≥90%
2.报告总体到位率 ≥95%
3.密接筛查率 ≥95%
4.耐药筛查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结核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结核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结核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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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鼠疫防治专项 6.20

 目标一：完善鼠疫监督体系，提高鼠疫监测
能力和实验室检测能力
 目标二：人员培训2次，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所有的鼠疫防治专业人员共计280人次，每年
都要通过以首诊医师负责制为主的鼠疫防治知
识与技能的培训。
 目标三：群众知晓率，印刷宣传资料15000份
并通过开展6次及以上广泛的健康教育宣传和
督导，鼠疫防治知识群众知晓率达到90%以
上；培训、宣传督导成本小于2万元，设备耗
材、车辆运行成本小于2.2万元，临时工工资
及牧民草地占用成本2万元。
 目标四：按省级行政和业务主管部门制定方
案要求，严格按照相关财经纪律，围绕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完善鼠疫防治体系
建设，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动
物间及人间鼠疫的监测与预警水平，加强鼠疫
疫情的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等，有效减少人间
鼠疫疫情发生，有效防控人间鼠疫疫情的流
行，有效减轻鼠疫疫情的危害。我县西部地区
属于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每年通过组织实施
雇佣农民工开展保护性灭獭工作，其进行的动
物间鼠疫防控，有效防控人间鼠疫疫情的发生
。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培训人数：280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5000份
 （二）质量指标
1.灭獭并检验数量：200匹
2.培训合格率：≥95%
3.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4.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5.西部疫区旱獭密度控制范围 ≤0.1匹/公顷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2个月/次
3.灭獭完成时间：5-10月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 ≤2万元
2.设备耗材、车辆运行成本 ≤2.2万元
3.临时工工资及牧民草地占用成本 ≤2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鼠疫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模
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鼠疫疫情监测率 ≥90%
2.鼠疫发生次数降低 ≤2020年发生次数
3.鼠疫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鼠疫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鼠疫监测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地方病防治专项 3.50

 目标一：完成碘缺乏病、布鲁氏菌病等地方
病筛查登记率达90%以上
目标二：降低各类地方病发病率及提高地方病
的管理率和治愈率
目标三：年终按方案要求完成省州县所定的工
作目标任务，印刷宣传资料10000份并通过开
展6次及以上广泛的健康教育宣传和督导，地
方病防治知识群众知晓率达到90%以上；培训
、宣传督导成本小于1.5万元，设备耗材、车
辆运行成本小于2万元。
目标四：通过横幅、健康课、宣传单等形式，
向群众广泛宣传地方病的现状、危害、防治及
预防知识，对广大群众进行地方病健康教育，
使学生了解有关包虫病、肠道寄生虫病、碘缺
乏病、布鲁氏菌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
中毒等地方病的有关知识，学会科学预防。使
群众了解卫生健康的重要意义，培养群众良好
的卫生习惯，加强对地方病的预防与治疗。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培训人数：202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2.培训合格率：≥95%
3.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4.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三）时效指标
1.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2.培训合格率：≥95%
3.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4.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 ≤1.5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本 ≤2
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地方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
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地方病筛查率 ≥95%
2.地方病发病率降低 ≤2020年发病率
3.地方病患者的治愈率提升 ≥2020年治愈率
4.地方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地方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地方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地方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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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免疫规划防治专项 6.00

 目标一：以乡为单位适龄儿童建（卡）证率
≥95%；
目标二：以乡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目标三：以乡为单位托幼机构、小学校和入学
儿童查验率要求达到100%，补证率达100%，补
种率在95%以上；　印刷宣传资料21000份并通
过开展6次及以上广泛的健康教育宣传和督
导，地方病防治知识群众知晓率达到90%以
上；培训、宣传督导成本小于2.5万元，设备
耗材、车辆运行成本小于3.5万元。
目标四：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在发现后48小
时内报告率≥90%，需要调查的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在报告后48小时内调查率≥90%，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调查表在调查后3日
内报告率≥90%，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
调查表关键项目填写完整率达到100%，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分类率≥90％，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报告县覆盖率达到100%。　　
目标五：通过免疫规划项目实施，促进规范性
预防接种门诊建设，加强疫苗和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监测管理，为适龄儿童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和补种乙肝疫苗等预防接种服务，进
一步降低免疫规划疫苗针对疾病发病水平，保
护儿童身体健康。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2次
2.培训人数：202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2.培训合格率：≥95%
3.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4.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三）时效指标
1.印刷宣传资料数量：≥10000份
2.培训合格率：≥95%
3.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100%
4.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100%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 ≤2.5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本 ≤
3.5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地方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
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免疫规划筛查率 ≥95%
2.免疫规划发病率降低 ≤2020年发病率
3.免疫规划患者的治愈率提升 ≥2020年治愈率
4.免疫规划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免疫规划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健全
2.免疫规划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地方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慢性病防治专项 6.00

 目标一：以人群为基础，重视疾病发生发展
的全过程，高危的管理，并发症的预防等。
目标二：通过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发
现，患者管理和健康指导等慢病管理服务，降
低居民慢病主要危险因素水平。
目标三：提高居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
性肺炎、冠心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水
平，进而减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所造成的
巨大经济健康和生命损失。
目标四：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同
时提高我中心的知名度及扩大患者群。
目标五：全面推进职工健康工程，控制和降低
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病率、致残率与死亡率,不
断提升我中心职工的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 2次
2.培训人数 200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 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 ≥12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培训合格率 ≥90%
2.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 100%
3.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 100%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 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 2个月/次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 ≤2.5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本 ≤
3.5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慢性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
模降低 ≤2020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慢性病筛查率 ≥90%
2.慢性病发病率降低 ≤2020年发病率
3.慢性病患者的治愈率提升 ≥2020年治愈率
4.慢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慢性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 健全
2.慢性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 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慢性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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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码 单位及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传染病防治专项 3.00

 目标一：认真贯彻《传染病防治法》, 
强化传染病防治的规范管理,抓好各项防
制措施的落实,努力控制暴发疫情。
目标二：认真抓好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报告工作,传染病报告率100% 
;加强网络直报的监督管理,网络直报覆盖
率100%。疫情报告综合评价指数与上年持
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及时率达
100%。
目标三：制定完善重点传染病以及肠道传
染病防制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对发
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暴发疫情调查率
100%。
目标四：认真抓好非典型肺炎、禽流感、
流感、手足口等日常监测、报告和管理工
作,传染病监测完成率达100%。
目标五：加强全镇传染病防治业务工作的
督导, 推进全镇传染病防治工作质量的提
高。
目标六：做好应急的预案体系建设、演练
等工作。

一、产出指标
 （一）数量指标
1.举办县乡村级培训班次数   2次
2.培训人数   206人次
3.县乡村宣传督导次数   6次
4.印刷宣传资料数量  ≥10000份
 （二）质量指标
1.培训合格率   ≥90%
2.宣传督导范围覆盖率  100%
3.印刷宣传资料合格率  100%
 （三）时效指标
1.培训完成时间   4月份、10月份
2.乡村级宣传督导频率  2个月/次
（四）成本指标
1.培训、宣传督导成本 ≤1万元
2.设备耗材、网络、车辆运行、临时工工资成
本  ≤2万元
二、效益指标                                        
（一）经济效益指标：                                  
1.传染病造成的人民财产损失规模降低   ≤
2021年损失规模
（二）社会效益指标 ：
1.传染病筛查率 ≥90%
2.传染病发病率降低 ≤2020年发病率
3.传染病患者的治愈率提升 ≥2020年治愈率
4.传染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90%
（三）可持续影响指标：
1.传染病防治政策宣传机制健全性     健全
2.传染病治疗方案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性 健全
3.相关医护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三、满意度指标
1.传染病患者满意度   ≥95%
2.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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