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中心（自治区互联网监控

中心）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宁党发〔2019〕

9 号）有关要求，现将 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指标予以公

开。

附件：2023 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自治区互联网监控中心

202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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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互联网监测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

视监测中心

（自治区互

联网监控中

心）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5年

项目总额 200.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200.00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00

其中：财政拨款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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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新媒体监管，提升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水平和效能，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切实管好用好宁夏广播电视监测监管

平台系统，保证该系统正常运转, 用于系统数据网络传输费、设备电费、空间托管场地租赁及确保 2023 年互联网

音视频出版物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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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 长途电路传输费月数 12

各市县遥测站设备电费月数 12

万兆光纤传输月数 12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次数 1

遥测站托管场地租赁及设备维护费月数 12

中心设备电费月数 12

12-质量指标 合格率 100%

13-时效指标 全年维护运行率 100%

14-成本指标

100M 长途电路每月传输费 68340 元

各市县遥测站设备每月电费 20000 元

万兆光纤每月传输费 30000 元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费 100000 元

遥测站托管场地租赁及设备维护费 20000 元

中心设备每月电费 20000 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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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社会效益

加强新媒体监管，提升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水平和效能，

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互联网监控运行维护、主要视听网

络不良网上境外影视剧传播率

100%

23-生态效益 无 0

24-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率 100%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100%

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平台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自治区互联网监控中

心）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815.41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815.41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8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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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41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2023 年 2 月底完成本项目，支付进度达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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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平台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资金 8154138.5

12-质量指标 对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平台系统全面升级 8154138.5

13-时效指标 工程进度 2023 年 2 月底

14-成本指标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平台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成本 8154138.5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无 无

22-社会效益 提高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水平，保证安全播出，确保舆论导向 安全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 可持续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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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结转)宁夏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基本户财政资金及非财政资金

主管部门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实施单位

宁夏广播电视监测中

心（自治区互联网监

控中心）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157.86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57.86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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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6
自治区

资金
0.0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用于保障总局监管中心及 291 台广播电视监测设备安全运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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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局监管中心及 291 台设备维护 1578628.64

12-质量指标 合格率 100%

13-时效指标 按月支付 每月约 131552 元

14-成本指标 总局监管中心及 291 台设备维护 1578628.64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无 无

22-社会效益 提高广播电视监测监管水平，保证安全播出，确保舆论导向 安全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性 可持续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