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

50 50

111 预算编制合理性 3 合理 合理

考核部门（单位）预算的合理性，即是否符合
本部门职责、是否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
和工作要求，资金有无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进
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
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的，
得1分；
2.部门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
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分配合理的，得1
分；
3.专项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
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

3

112 预算编制规范性 3 规范 规范

考核部门（单位）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市级预算
编制文件要求，在材料规范性、完整性和细致
程度以及项目库管理等方面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市级预算编制文件包括市级预算编制工作方
案、预算编制工作通知、预算绩效论证（评
估）通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通知等。

符合相关要求的，得3分；发现一项没有满
足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113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合理 合理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
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中长
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1分；
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市委市政府重大政
策方针和工作目标任务的，得1分；
3.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与政策目标相符、与
预算资金和支出内容相匹配、充分体现资
金支出核心绩效的，得1分。
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114 绩效目标明确性 2 明确 明确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否清晰、细
化、量化、可衡量，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目标能体现数量、质量、时效、成
本等产出目标和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等效果目标的，得1分；
2.绩效目标清晰、量化、可衡量的，得1
分；
3.提供绩效目标目标值的计算公式，明确
目标完成值的考核统计口径，并能提供相
关依据的，得1分。
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121 预算调整率（％） 3 0 0.00%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年初预算数
*100%。分子以三级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量的
调整数计算，可剔除因人员经费变动，市委、
市政府相关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事项或因疫情
影响使预算项目无法正常实施等而导致的预算
调整。

≤5%得满分，每大于1%扣0.6分，扣完为

止。
3

预算调整
率剔除了
增人增资
、政策性
调整预算
等因素

11.预算编
制情况

12.预算执
行情况

1.部门管理

附件2附表2

无锡市2021年度市财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122 预算执行率（％） 3 100% 100%
预算执行率（%）=支出数/年初预算数。若有
预算调整，则分母使用调整后预算数。

≥95%得满分，每小于1%扣0.5分，扣完为

止。
3

12188.26/
12188.26=
100%

124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
（%）

3
按进度执

行
按进度
执行

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财税高质量发展目标管
理办法的通知》（锡财预〔2021〕10号）要
求分日常支出进度和12月份支出进度评分。

日常支出进度：根据市本级预算执行进度
管理办法，部门（单位）预算执行进度达
到定期目标要求的，得1.8分；未达要求且
无不可抗力因素的，每通报一次扣0.6分，
扣完为止。
12月份支出进度：部门（单位）12月份当
月支出占比低于12%（含）的，得1.2分；

3  

125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100% 100%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
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

≤100%，得满分，100%-105%，按比例扣
分；≥105%，得0分。

2
528.85/52
8.85=100%

126
“三公”经费控制率
（％）

2 ≤100% 41.17%

“三公”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三公
经费”总额/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总额）
*100%。
实际支出“三公经费”总额可剔除因上级临时
安排或市委市政府临时确定的出国任务引起的
出国经费，并提供依据材料。

≤100%，得满分，100%-105%，按比例扣
分；≥105%，得0分。

2
8.77/21.3
=41.17%

131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健全 健全

部门（单位）是否为加强预算管理、专项资金
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内控
制度、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等而制定相关管理
制度，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各项管理
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制度保
障情况；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

缺一项管理办法扣1分；相关管理制度不满

足合法、合规、完整性的，发现一项扣0.5

分，扣完为止。

2  

132 管理制度有效性 3 有效 有效

部门（单位）为加强预算管理、专项资金管理
、财务管理、绩效管理、资产管理、内控制度
、人事管理、项目管理等而制定的相关管理制
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制度办法执行不到位造成损失的，发现一
项扣1.5分；制度办法（含项目申报指南）
不完善导致管理漏洞的，发现一项扣1.5
分；扣完为止。

3  

14.规范运
作

141 管理规范性 3 规范 规范

部门（单位）管理是否规范，包括新增重大政
策和项目是否开展绩效论证（评估）；重大项
目是否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项目是否符合
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
办法；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是否履
行相应手续；合同管理是否规范等。

发现一起不符合规定扣1分，扣完为止。 3  

12.预算执
行情况

12.预算执
行情况

13.制度建
设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142 实施监控管理 3 监控 监控

预算部门（单位）是否认真落实锡委发〔
2019〕50号、锡财绩〔2019〕50号文规定，
开展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活动类和项目类绩效
监控应有相关记录。活动类是指会议、宣传、
培训等业务类支出；项目类是指实行项目化管
理的项目类支出；监控、检查、考核记录是指
可证明已实施监控、检查、考核工作的相关工
作底稿、跟踪检查报告及考核结果等。

1.没有实施绩效运行监控扣3分；
2.没有跟踪监控、检查、考核或验收记录
的，发现一起扣1分。
3.资金滞留在市（县）区，未及时敦促和
采取措施，或项目已中止，市级未及时发
现和收回资金，发现一起扣1分；
4.项目形成的资产未及时入账，发现一起
扣1分。
扣完为止。

3  

14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合规 合规

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
金是否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预算调整及
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是否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超范围、超标准、虚
列支出等情况。

不符合要求的，发现一起扣0.5分，其中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发现一项扣1.5分，扣完为止。

3  

144 政府采购规范性 2 规范 规范
是否按有关规定申报政府采购计划、启动采购
流程、实施采购程序；是否按采购合同履行。

发现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 2  

145 基础信息完善性 1 完善 完善
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准确。

发现一起扣1分，扣完为止。 1  

151 资产管理安全性 3 安全 安全

资产保存是否完整；资产使用、处置是否合
规；是否按时报送各类资产报表；是否账实一
致、账账一致；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投
资收益是否及时足额上缴。

资产保存不完整、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
入、投资收益不及时足额上缴的，发现一
起扣1分；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发现一起扣
0.5分，扣完为止。

3  

152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100% 100%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
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95%，得满分；85%-95%，按比例得分；
≤85%，或闲置固定资产单台30万元以上，
累计超过100万元的，得0分。

2
5532.2/55
32.2=100%

16.人员管
理

161 在职人员控制率（%） 2 100% 97.6%%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
*100%，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人员
成本的控制程度。
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含
在编和不在编实有在岗人数），数据来源于财
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
位）的人员编制数。

≤100%，得满分，每超1%扣0.5分，扣完为
止。

2
204/209=9
7.6%

171
部门预算决算信息公开
情况

1 是 是
部门预算决算信息是否公开；是否按规定内容
公开；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

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得满分；未
满足其中之一，扣0.5分，扣完为止。

1

见无锡市
财政局外
网或江苏
省预决算
公开统一

14.规范运
作

15.资产管
理

17.信息公
开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172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1 是 是
部门绩效信息是否公开；是否按规定内容公
开；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

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得满分；未
满足其中之一，扣0.5分，扣完为止。

1

见无锡市
财政局外
网或江苏
省预决算
公开统一

173 资产信息公开情况 1 是 是
部门资产信息是否公开；是否按规定内容公
开；是否按规定时限公开。

按规定内容、规定时限公开，得满分；未
满足其中之一，扣0.5分，扣完为止。

1

见无锡市
财政局外
网或江苏
省预决算
公开统一
平台

45
请根据各项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确定权重。

45

2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 完成 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其中税收收入增
长7%。

1

212
继续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因时因势调
整优化纾困惠企政策。

0.5 完成 完成
密切关注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及时跟进调整惠
企措施。

0.5

213
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资
金支持，加大地方政府
债券争取力度。

0.5 完成 完成

获批全市新增债券；与主管部门密切合作，积
极争取并获批国家级“海绵城市”试点；老旧
小区改造上级补助资金占比全省前列；入选全
国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获中
央财政奖补资金。

0.5

214

出台突破性支持政策，
健全跨区域统筹协调和
联动推进机制，设立太
湖湾科创带创新发展基
金，完善太湖新城金融
街功能，争创国家科创
金融改革试验区和科技
保险创新示范城市。

0.5 完成 完成

牵头制订并提请印发《关于支持现代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意见》；围绕“十四五”期间
350亿元的现代产业投入目标，落实分年度任
务安排；配合制定《关于加快推进无锡太湖湾
科技创新带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配合制订
出台《无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0.5

215

深化工业企业资源利用
绩效评价，落实差异化
支持政策。建立企业“
绿名单”管理制度，加
大专项政策支持。

0.5 完成 完成
落实差异化工业企业支持政策，全市全年完成
差别化水电气收入超千万，倒逼企业加速转
型，推动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5

216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研究谋划“十四
五”产业政策，进一步
加大财政资金对现代产
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0.5 完成 完成

完善政策体系。牵头制定并提请印发《关于支
持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协同制
定《无锡市现代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

0.5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2.履职情况

17.信息公
开

21.市政府
下达的工
作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17
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
策， 优化纾困解难机
制。

0.5 完成 完成

配合税务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支持企业用足用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前、中小微企业缓税
以及国家阶段性企业社保费减免政策；编制我
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并向
社会公布，并严格落实收费项目清单管理；落
实现行纾困惠企政策，兑现服务业纾困资金，
结合我市实际及时跟进优化惠企政策措施。

0.5

218

完善各级政府事权、支
出责任与财力相适应的
财政体制。推进财政支
出标准化，健全全过程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
强预算绩效审计监督。

0.5 完成 完成

牵头制定公共文化等领域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统一明确其他公共
服务市与区分担比例，并经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并印发实施；推进支出标准化，2021年制定
运转类经费支出标准3项；研究制定《涉财政
策事前绩效评估工作规程》。

0.5

219

强化地方政府债券争取
力度，拓展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政策性银行
专项贷款等资金引进渠
道，持续扩大民生领域
投资。

0.5 完成 完成

获批2021年全市新增债券，全省占比较上年
提高；向上争取PPP项目奖补资金；配合制定
《无锡市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REITS）发展若干措施》；创新探索“
TOD+付费租赁”等投融资模式，打造城建项
目市场化运作样板。

0.5

220

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健全专项救助和
补充性救助制度，针对
3%最低收入人员建立相
对贫困帮扶机制。

0.5 完成 完成

配合制订《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工作的通知》、《无锡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多维发力完善我市
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做好各项社会救
助资金保障工作。

0.5

221

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探索医疗集团运
作模式，改革医联体合
作机制，改善社区卫生
服务水平。

0.5 完成 完成

根据医疗卫生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落实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政策，做好各项资金
保障；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完善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办法，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医联体
建设补助经费，参与研究医联体建设经费管理
使用办法，提升医联体专项资金绩效；出台基
层卫生健康“三力提升”实施意见。

0.5

222
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
型，继续做好政府性债
务化解工作。

0.5 完成 完成

严格落实省、市债务管理工作要求，并将化债
和债务率压降任务分解下达各地区，压实地区
管理责任；形成《创新投融资机制 保障城市
建设可持续发展》课题报告；组织3次国企人
员专题培训，重点围绕REITs业务、创新金融
产品、融资平台转型等业务开展培训交流。

0.5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21.市政府
下达的工
作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201
拟订市本级预算编制手
册、开展编制培训

0.5 1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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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运用财政政策推进高质量发展、综合平衡社
会财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等方面建议。研究完善鼓励公益事业
发展的财政政策。参与研究社会收入分配政策
。

0.5

2202
做好市对区财政体制结
算工作,确保结算严谨
。

0.5 1次 1次

负责财政、财务、会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起草工作，拟订财政、
财务、会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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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2203
受托向市人大汇报年度
预算、执行和决算情
况,确保数据准确。

0.5 4次 4次 0.5

2204
拟定预决算报告并按规
定程序报批

0.5 1个 1个 0.5

2205
组织实施市级预算和决
算公开。

0.5 2次 2次 0.5

2206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运行情况分析数量

0.5 12篇 12篇 分析预测财政经济形势 0.5

2207
组织开展2020年度市本
级及全市财政总决算、
部门决算编制的完成率

0.5 100% 100% 0.5

2208
组织审核批复市级各部
门（单位）2020年年度
决算的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09
组织实施市级决算公开
的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10
组织2022年全市财政总
决算、部门决算布置培
训的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11
组织账户日常管理、审
批完成率

0.4 100% 100% 指导全市财政性资金账户管理 0.4

2212
组织开展财政间隙资金
招投标完成率

0.4 100% 100% 承担市级财政资金调度工作 0.4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负责市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编制年度市级预
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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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定经费开支标准、
定额，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
组织实施市级预决算公开。

编制年度市级决算，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
年度决算。组织实施市级决算公开。

22.预算部
门（单
位）制定
的工作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213
全面推进财务共享平台
的完成率

0.4 100% 100%
研究和完善国库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并组
织实施。

0.4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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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100% 100%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上一年度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

0.4

2215
制定预算绩效管理配套
办法个数

0.4 1个 1个 0.4

2216
组织开展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项目个数

0.4 18个 18个 0.4

2217
组织开展2021年度预算
绩效论证工作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18 预算绩效管理培训次数 0.4 6次 6次 0.4

2219
组织开展2021年专项资
金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次
数

0.4 3次 3次 0.4

2220
按时完成预决算批复工
作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21
指导单位按时完成预决
算公开工作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22 制定专项资金实施意见 0.4 1个 1个 0.4

2223
组织开展乡镇财政干部
年度培训

0.4 1次 1次 0.4

2224
修订文化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个数

0.4 1个 1个 0.4

2225
完成教科文口行政事业
单位财政财务政策培训
次数

0.4 1次 1次 0.4

2226
监督教科文口行政事业
单位预算执行覆盖面

0.4 100% 100% 0.4

2227
组织开展2021年预算及
2020年决算公开情况检
查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28
组织开展2021年度财政
专项监督检查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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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完成率

0.4 100% 100% 0.4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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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政策、制度和实施办
法。组织开展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研究拟订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村综合改
革政策并负责相关资金管理。拟订财政支农资
金管理制度，承担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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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财税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情况、预
算管理有关监督工作，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
重大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依
法处理财政违纪违规行为。

22.预算部
门（单
位）制定
的工作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230
组织开展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
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31
组织开展2021年度内部
监督检查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32
组织实施第三期无锡市
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项目
培训次数

0.4 3次 3次 0.4

2233
组织开展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工作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34
组织开展会计制度培训
次数

0.4 1次 1次 0.4

2235
组织实施管理会计实践
应用项目个数

0.4 10个 10个 0.4

2236
组织开展2021年市区户
外广告设施拍卖

0.4 2次 2次 0.4

2237
实施2021年市区土地出
让金收入管理

0.4 660亿元 0.4

2238 开展财政监督管理 0.4 1个 1个 0.4

2239
组织开展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项目个数

0.4 2个 2个 0.4

2240
组织开展业务工作季度
例会

0.4 4次 4次 0.4

2241
按时完成预决算批复及
信息公开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42
组织开展2021年全市社
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
的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43
组织开展我市PPP项目
监督检查管理工作完成
率

0.4 100% 100% 0.4

2244
组织开展2020年度政府
投资基金绩效考核工作
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45
组织开展2020年度信保
基金绩效考核工作完成
率

0.4 100% 100% 0.4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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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财政政策并组织实施。

承担财税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情况、预
算管理有关监督工作，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
重大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依
法处理财政违纪违规行为。

依法管理全市会计工作。推进会计人才队伍建
设，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按规定承
担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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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等国有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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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管工作

22.预算部
门（单
位）制定
的工作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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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5项 5项 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 0.4

2247
市级现代产业发展资金
的年度执行率

0.4 ≥95% 100% 拨付产业发展资金 0.4

2248 税收政策协调落实率 0.4 100% 100% 0.4

2249
年度财税政策调研制定
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50
财政规范性文件有件必
审、有件必备率

0.4 100% 100% 0.4

2251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等
合法性审核率

0.4 100% 100% 0.4

2252
组织财政法治宣传培训
次数

0.4 1次 1次 0.4

2253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
件办理规范率

0.4 100% 100% 0.4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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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个 2个 0.4

2255 召开财政综合条线会议 0.4 1次 1次 0.4

2256
对财政票据管理制度执
行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
查

0.4 8次 8次 0.4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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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100% 100% 0.4

2258 完成国有资产年报个数 0.4 2个 2个 0.4

2259 完成国有资产综合报告 0.4 100% 100% 0.4

2260
拟订2021年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编制通知

0.4 100% 100% 0.4

2261
编制审核汇总市属国有
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决
算草案

0.4 100% 100% 0.4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税政管理、法治审核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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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编制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22.预算部
门（单
位）制定
的工作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2262 完成年度收入预算 0.4 100% 100% 0.4

2263
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配置、使用、处置
审批

0.4 100% 100% 0.4

2264
收缴市级事业单位对外
投资收益

0.4 100% 100% 0.4

2265
对市级文化企业重大事
项按规定审批或备案

0.4 100% 100% 0.4

2266
推进行政事业经营性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工作

0.4 100% 100% 0.4

2267
三公、会议、培训等经
费支出政策覆盖面

0.4 100% 100% 0.4

2268
预决算批复工作和预决
算公开工作按时完成率

0.4 100% 100% 0.4

2269
配合市住建局，完成住
房保障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修订

0.4 1个 1个 参与拟定市级基建投资的有关政策 0.4

2270
拟订2021年市本级预算
编制工作方案并组织实
施

0.4 1个 1个
拟订全市财政政策、中期财政规划和改革方案
并组织实施。

0.4

2271
按定额标准编制预算，
考核支出进庋

0.4 100% 100% 0.4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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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100% 100% 0.4

2273
无锡市政府投资评审中
心各项目标年度工作完
成率

1 100% 100%
无锡市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各项目标及完成情况
详见附表

1

231

232

…

24.公众满
意度

241 政府年度综合考核满意度 8 平均值
高于平
均值

指标值来源于政府年度综合考核满意度分值。
超过市级预算部门（单位）满意度测评平
均值的，得满分；每低于平均值1%，扣1分
。不分A类、B类、C类部门(单位)统计。

8

反向指标
一般以“
目标值/完
成值”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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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市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

包括年度预算绩效目标中未设置的社会、经济
、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效果类指标。
需填写相应绩效指标的涵义说明、依据文件、
计算过程或其他需要解释的内容。

1.完成值/目标值＜1的，按比例扣分。
2.完成值/目标值≥1的：
（1）若0＜目标值≤1，完成值/目标值≤
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1.5按
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此档仅适合目标值为百分比和目标值绝
对值在(0,1)之间的绩效目标）
（2）若1＜目标值≤20，完成值/目标值≤
2得满分，2＜完成值/目标值≤3按比例扣
分，完成值/目标值＞3不得分；
（3）若20＜目标值≤100，完成值/目标值
≤1.5得满分，1.5＜完成值/目标值≤2.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5不得
分；
（4）若100＜目标值≤10000，完成值/目
标值≤1.2得满分，1.2＜完成值/目标值≤
2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2不得分。
（5）若目标值大于10000，完成值/目标值
≤1.1得满分，1.1＜完成值/目标值≤1.5
按比例扣分，完成值/目标值＞1.5不得分
。
3.目标值设定为0的，完成值为0得满分，
大于0不得分。
4.若中央、省、市对目标值皆有要求的，
以无锡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为准。

填写年度
预算绩效
目标

在年度预
算绩效目
标之外研
究增设的
绩效评价
指标

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23.其他绩
效评价指
标

22.预算部
门（单
位）制定
的工作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2021年目

标值
2021年
完成值

指标解释 打分标准 自评分 备注 扣分原因二级指标

5 5

31.中长期
规划

311 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3 制定 制定
是否制定部门（单位）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对
中长期目标、中长期实施内容、时间进度这三
方面有明确要求。

1.部门正式印发中长期规划，得1分；
2.中长期规划对部门总体中长期目标、部
门中长期规划实施内容、时间进度要求有
明确要求，得1分；
3.年度工作目标与长期规划联系紧密的，
得1分；
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

3  

32.人力资
源建设

321 人员培养机制 2 建立 建立
是否建立部门（单位）人员培训及发展晋升机
制。

建立部门（单位）人员培训、考核及发展
晋升等机制，得满分，少一项要素扣0.5
分；未建立，得0分。

2  

10

41.加减分
项

411 工作表现加减分指标 10 反映部门工作受到表彰或批评问责的情况。

1.加分项：工作获得中央表彰的，表彰一
次加3分；获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表彰一
次加2分；获得市委市政府表彰的，表彰一
次加1分，同一项工作获得多次表彰的，按
一次计算，累计加分不超过10分；
2.减分项：在人大审计、监察等监督检查
时发现问题并被问责的，问责一次扣2分，
同一个问题被问责多次的，按一次计算。

10
表彰内容
见附表

110 110

说明：1.“2021年目标值”填写2021年年初目标值，年度预算若有调整，以调整后的绩效目标值为准，并在备注中说明；“2021年完成值”填写本年度相应指标的完成值。

      2.“自评分”由单位比较“2021年目标值”与“2021年完成值”，对照打分标准进行自评打分。

      3.“预算调整率（％）”请在备注栏填写完整的计算过程，单位万元。

      4.“21.市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22.预算部门（单位）制定的工作目标”填写2021年年初市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填写单位2020年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二者相应权重应按
从高到低设置，并需填写相应的指标解释、打分标准、计算过程等。

      5.没有专项资金的预算部门（单位）“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自评分填0，备注“本部门（单位）无专项资金”，其他指标评分加总后除以0.95填入总分。

3.可持续发展

4.加减分

总     分

填表人： 朱文芳              日期：   2022.5.20                   联系电话：8182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