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市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表
(2021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预算资金总额（万） 65668.01

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指标解释

分解目标

部门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预算管理要求
考察预算编制是否符合年度预算编制要求，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规范性。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管理要求
考察实际支出数占预算数的比率，反映部门

（单位）支出预算的执行情况。

预算调整率 =0% 预算管理要求
考察当年调整预算数占年初预算的比率绝对
值，反映部门（单位）支出预算的调整情况

。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100% 三定方案

考察实际在职人员数与编制数的比率，反映
部门（单位）对人员成本的控制程度。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内控管理要求
考察与资金资产相关的管理制度的建立情
况，反映部门（单位）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要求
考察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反映部门（单

位）预算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要求
考察政府采购事项管理情况，反映部门（单

位）政府采购的规范性。

财务管理规范性 规范 采购管理要求
考察会计制度和财务规则的执行情况，反映

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要求
考察资产管理使用情况，反映部门（单位）

资产管理的规范性。

预决算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预决算管理要求
考察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反映部门（单

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情况。

部门履职及效果：工业和信息化规划
编制和课题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规划完成数 =9个 实际完成数量

工业和信息化课题研究完成数 =12个 实际完成数量

工业和信息化规划编制和课题
研究验收合格率

=100% 验收结果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有所提升 统计报告
产业规划对苏州整体工业经济起到推动作

用，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

。

部门履职及效果：加快数字化转型

支持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量 =12个 实际支持数量

上云企业数量 =1720家 实际完成数量

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 >=100 省级发布报告

省工信厅从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应用消费

、知识支撑、发展效果等角度对各设区市的
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部门履职及效果：加快智能化改造

智能工厂诊断数量 =20个 诊断报告

完成智能诊断监理报告 =1个 诊断监理报告

市级智能工厂数量1 =15个 市级发文

省级示范智能车间累计数量 =500个 历年省厅发文 历年省厅发文

部门履职及效果：市智能制造融合发
展中心建设运营

工程建设竣工完成度 =100% 验收文件

接待观众累计数 =8000人次 融合中心线上线下接待统计表

参观满意度 =80% 服务评价表

部门履职及效果：绿色节能发展

实施低端低效产能淘汰和整治
企业（作坊）

=1500个 实际完成情况

节能监察报告 =134份 监察报告

对墙体材料、预拌砂浆生产企
业、在建项目工地监督检查报

告

=47份 检查报告

对新墙材、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产品质量抽检检验检测报告

=25份 检测报告

印发宣传材料 =300份 相关记录资料

节能改造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验收报告

推动节能标煤 =20万吨 根据淘汰企业数量测算 根据淘汰企业数量测算

减排COD和二氧化硫 =2000吨 根据淘汰企业数量测算 根据淘汰企业数量测算

部门履职及效果：产业链自主可控体
系建设

建设产业链服务平台数量 =15个 实际支持数量

十大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项目数量

=21个 实际支持数量

扶持产业链龙头企业数 =38个 实际支持数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

有所提升 统计报表

2020年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55.7%。测算方式：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0%

部门履职及效果：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

2020年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

=20个 上级发文

2020年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产品 =32个 上级发文

2020年新增省级小巨人企业培
育数目

=53个 上级发文

入围2020年世界500强企业同比
增长率

=50% 财富世界500强公布名单

兼并重组项目成交额大于5000
万元比率

=100%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部门履职及效果：苏州市市区新能源
汽车购车补贴及新能源汽车相关设施

建设运营补贴

2020年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标准车数量

=10000辆
依据车管所上牌车辆、各区上报任务完成清

单，统计2020年新上牌新能源汽车折合标准车
数量

2020年新能源汽车相关设施建
设数量

=500个 市财政局资金下达文件

2020年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发
放符合率

=100%
第三方审计结果、汇报市政府请示、市财政局

资金下达文件

2020年新能源汽车相关设施财
政补贴发放符合率

=100%
第三方审计结果，汇报市政府请示、市财政局

资金下达文件

充电设施完好率 =70% 市级充电设施监测平台

充电设施监测平台纳入率 =90%
第三方审计报告、市财政局下达文件、充电设

施监测平台导出数据

部门履职及效果：民爆船舶安全生产
全年检查企业数量 =30家 第三方安全机构出具报告



分解目标

部门履职及效果：民爆船舶安全生产
全年查出问题隐患数量 >=100个 第三方安全机构出具报告

部门履职及效果：盐政监管服务、食
盐政府储备

盐政监管购买服务 =30人 政府采购

食盐政府储备 =2750吨 政府采购

苏州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相关要求

达到 政府采购

部门履职及效果：推动软件行业发展

组织企业参加重点软件展博会 =2场 合同资料

软考全年报名人数 =4000 报名缴费人数

软件考试通过人数较上年 增加 软考相关资料

部门履职及效果：无线电监测 

频段占用监测 =12次 监测月报

无线电监测月报 =12份 监测月报

无线电设施巡检 =4次 巡检台账

无线电监测设施完好率 =100% 巡检台账

无线电干扰投诉查找率 =100% 干扰查找统计

部门履职及效果：工业类信息系统运
维

工业类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
统内季度报表

=4份 季度报表

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年度评
价报告

=1份 评价报告

工业类信息系统故障及时排查 =100% 信息系统运维资料

部门综合效益

全市5G覆盖率 =40% 运营商报告

节能环保产业总营收 =1350亿元 统计报告

绿色化改造节能量 =18000吨 根据实际情况测算
根据《用能单位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13234-2018）要求计算

智能工厂（车间）被诊断企业
满意度

=95% 诊断服务报告

部门能力建设

工业发展规划方案完善性 完善 制度文件、验收结果

人员培训机制落实率 =100% 培训计划、开展通知

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党风廉政
建设

加强 制度文件、工作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