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无锡市财政局（本级） 2021年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名称： 无锡市财政局（本级）

序号（代码） 职能（二级专项） 工作及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目标值

1 组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组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研
究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负责拟定预算纯净管理工作
的有关政策、制度和实施办
法。

制定预算绩效管理 1个

组织开展市级预算绩效管理

组织开展财政重点 18个

组织开展2021年度
预算绩效论证工作
完成率

100%

预算绩效管理培训 6次

组织开展2021年专
项资金预算绩效运
行监控次数

3次

2 分析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组织预算执行、跟踪及分析

完成当年每月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运行
情况分析

12篇

3 汇总编制市级部门决算和

编制2020年度全市财政决算

组织开展2020年度
市本级及全市财政
总决算、部门决算
编制完成率

100%

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

组织审核批复市级
各部门（单位
）2020年年度决算
的完成率

100%

组织实施市级决算公开

组织实施市级决算 100%

组织全市决算培训布置

组织2022年全市财
政总决算、部门决
算布置培训的完成
率

100%

4
承担管理市级财政性资金
账户责任，指导全市财政
性资金账户管理工作

指导全市财政性资金账户管

组织账户日常管理 100%

承担市级财政资金调度工作

组织开展财政间隙 100%

5 组织制定和完善国库集中



研究和完善国库管理、国库

全面推进财务共享 100%

6 编制政府财务报告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

组织市级部门及各
地区2020年度政府
财务报告编制工作
完成率

100%

7
承担农业农村、水利等方
面的部门预算有关工作
，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

指导单位完成年度预决算编

按时完成预决算批 100%

指导单位按时完成
预决算公开工作完
成率

100%

8 牵头承担财政支持实施乡

参与研究制定专项资金分配

制定专项资金实施 1个

9
贯彻实施中央、省、市乡
村财政管理政策，指导乡
镇财政建设相关工作

提升乡镇财政工作管理水平

组织开展乡镇财政 1次

10

研究拟订支持教科文等改
革与发展的财政政策。拟
订行政事业性经费财务管
理制度，监督执行行政事
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

修订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文化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个数

1个

组织业务培训

完成教科文口行政
事业单位财政财务
政策培训次数

1次

监督预算执行情况

监督教科文口行政
事业单位预算执行
覆盖面

100%

11
承担财税法律法规、规章
及政策执行情况、预算管
理有关监督工作

组织开展预决算公开检查

组织开展2021年预
算及2020年决算公
开情况检查完成率

100%

组织开展重点监督项目

根据财政部、省财
政厅及市委、市政
府布置的重大监督
任务开展重点监督
检查完成率

100%

12
承担财政政策和资金的绩
效监督，提出加强财政管
理的建议



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2021年度
财政专项监督检查
完成率

100%

13
承担监督会计信息质量和
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
有关工作

组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组织开展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信息质量
监督检查完成率

100%

14 承担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

组织开展内部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2021年度
内部监督检查完成
率

100%

15 依法管理全市会计工作

推进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组织实施第三期无
锡市高端会计人才
培养项目培训次数

3次

按规定承担会计专业技术资

组织开展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完成率

100%

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组织开展会计制度 1次

组织实施管理会计 10个

16

组织实施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等方面的管理和国有
土地、户外广告、政府性
投资公共停车泊位等国有

组织开展国有资源管理工作

组织开展2021年市
区户外广告设施拍
卖

2次

实施2021年市区土 660亿元

组织实施自然资源、生态环

组织开展财政重点 2个

开展财政监督管理 1个

组织开展业务工作 4次

17

承担社保口分管单位部门
预算有关工作；负责审核
和汇总全市社会保险基金
预决算草案；承担社会保
障资金（基金）财政监管

指导人社、民政、卫生健康
、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
等部门完成年度预决算编制
和信息公开

按时完成预决算批
复及信息公开完成
率

100%

审核、汇总全市社会保险基

组织开展2021年全
市社会保险基金预
决算草案的完成率

100%



18

承担全市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相关管理工作；组织
实施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的
管理工作；承担市政府投
资基金管理办公室的日常
工作；拟订促进地方金融
业发展和引导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财政政策并组织

组织开展我市PPP项目监督

组织开展我市
PPP项目监督检查
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组织开展2020年度政府投资

组织开展2020年度
政府投资基金绩效
考核工作完成率

100%

组织开展2020年度信保基金

组织开展2020年度
信保基金绩效考核
工作完成率

100%

19
拟订全市财政政策、中期
财政规划和改革方案并组
织实施。

分析预测财政经济形势，研
究提出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六
稳”“六保”工作，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等方面建议。

拟订2021年市本级
预算编制工作方案
并组织实施

1个

20 负责市级各项财政收支管

做好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预算指标分配和
年终结余结转，确保预算收
支平衡。

按定额标准编制预 100%

盘活存量资金。科学合理做
好市本级盘活存量资金报表
编制，完成各区考核。

及时上报市本级盘
活存量资金月报和
年报，确保相关指
标在合理范围之内

100%

21 牵头编制国有资产管理情

组织编制2020年市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
2020年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
事业性资产报告

完成国有资产年报 2个

牵头开展市政府向市人大常
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工作

完成国有资产综合 100%

22 负责预决算报告管理。

编制年度市级预决算草案并

拟定预决算报告并 1个



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委会报告全市和
市级年度预算、执行和决算
情况。

高质量完成向市人
大汇报年度预算、
执行、决算情况
，确保数据准确

4次

23
改革完善市对区财政管理
体制，指导区级财政部门
开展财政管理工作。 

做好市对区财政体制结算工

确保结算工作严谨 6个

24 组织实施市级预算公开。

制定预算公开方案，实施市

在省统一平台上公
开政府预算，并督
促部门公开部门预
算

100%

25

承担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负责政府债务余额限
额管理，组织开展地方债
券相关工作。防范化解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承担国
外贷款管理有关工作。 

组织开展政府性债务管理工

完成省下达债务化
解及市委、市政府
下达关于政府性债
务率的目标任务

100%

26 参与拟定市级基建投资的

参与住房保障政策研究，管
理城市住房基金、廉租住房
保障资金

配合市住建局，完
成住房保障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修订

1个

27 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

拟订和完善支持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
策。

根据“十四五”现代
产业发展政策总体
调整情况，制订或
完善产业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

5项

28 拨付产业发展资金

负责办理和监督市级支持产

市级现代产业发展 95%

29

研究拟定支持行政政法等
改革与发展的财政政策。
拟定行政事业性经费财务
管理制度，监督执行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

行政经费支出政策制定和修

三公、会议、培训
等经费支出政策覆
盖面

100%



指导监督行政事业单位预算
执行，按时完成年度预决算
编制和信息公开等相关工作
。

预决算批复工作和
预决算公开工作按
时完成率

100%

30 税政管理、法治审核宣传

与税务等部门沟通，做好减
税降费等政策协调落实工作
，组织开展财税政策调研

税收政策协调落实 100%

年度财税政策调研 100%

承担重大财政政策、规范性
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备案工
作，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加强对行政处罚、信息公
开等的法制审核，组织行政
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做好
财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财政规范性文件有
件必审、有件必备
率

100%

行政处罚、信息公 100%

组织财政法治宣传 1次

行政复议、行政应 100%

31 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

组织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拟订2021年市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编制通知

1个

编制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编制审核汇总市属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
经营预决算草案

100%

组织收取市属企业国有资本

完成年度收入预算 100%

32 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组织开展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完成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配置、使
用、处置审批

100%

组织开展市级事业单位出资

收缴市级事业单位 100%

组织开展市级文化企业国有

对市级文化企业重
大事项按规定审批
或备案

100%

组织盘活财政存量资产

推进行政事业经营
性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工作

100%



33

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按规定管理政府性基金、
行政事业单位收费和其他
非税收入，负责政府性基
金预算编制和管理工作
，管理财政票据，按规定
管理彩票有关资金

加强收费管理，实行收费目
录清单制，制定2021年全市
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和政府
性基金收费目录并向社会公
开

制定出台《2021年
无锡市行政事业性
收费目录》和
2021年无锡市政府
性基金项目目录》
并通过政务网向社
会公布

2个

指导市（县）、区财政综合
部门开展非税收入征管相关
工作

召开财政综合条线 1次

对市（县）、区财政及部分
单位财政票据管理情况进行
年检

对财政票据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进行实
地监督检查

8次

做好2021年全市政府性基金

2021年政府性基金
（不含土地出让收
入及债券）收入预
算完成率

100%

1 11

培训效果 100%

学员满意度 100%002003
“太湖人才计划”资金(补助
类)

会计高端人才培养经费

第三期无锡市高端
会计人才培训课时
完成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