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项目年份 2019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科学技术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76400.00 25859.00 102259.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102259.00 102259.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102259 

企业技术创新专项 47659 

产业技术创新专项 14350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18250 

科技人才专项 17000 

科技金融专项 4050 

科技合作经费 400 

科技管理经费 55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6 分）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补贴政策执

行规范性 
规范 5 好 5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监督制 健全 2 好 2 



度健全性 

责任惩戒机

制健全性 
健全 2 好 2 

产出目标

（20 分） 

新立项指令

性项目数 
=2500 项 1.54 =2830 项 1.54 

立项项目验

收合格率 
=85% 1.54 =96.05% 1.54 

应结题计划

项目按时结

题率 

=85% 1.54 =87.83% 1.54 

开展公益性

科技成果线

上线下对接

会 

=10 场 1.54 =13 场 1.54 

大仪网入网

仪器数 

=11000

台套 
1.54 

=12150 台

套 
1.54 

大仪网入网

检测机构数 
=450 家 1.54 =495 家 1.54 

科技贷款贴

息受惠企业

数 

=550 家 1.54 =646 家 1.54 

开展农业优

良品种培育

与农业科技

示范工程项

目 

=10 项 1.54 =10 项 1.54 

实施重大民

生科技示范

项目 

=15 项 1.54 =16 项 1.54 

新立项姑苏

科技创业团

队数 

=240 个 1.54 =273 个 1.54 

姑苏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

新立项数 

=170 人 1.54 =247 人 1.23 

科贷通当年

受惠企业数 
=1100 家 1.54 =1421 家 1.54 

举办科技合

作与交流活

动 

=20 场次 1.52 =21 场次 1.52 

结果目标

（28 分） 

建设省级以

上研发机构 
≥50 家 1.56 =131 家 1.56 



技术合同成

交额 

≥190 亿

元 
1.56 

=377.19亿

元 
1.56 

科技服务业

收入 

≥1130

亿元 
1.56 

=1243 亿

元 
1.56 

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数 
≥400 家 1.56 =1643 家 1.56 

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 

≥15500

亿元 
1.56 

=16599.60

亿元 
1.56 

累计培育独

角兽企业数 
≥55 家 1.56 =62 家 1.56 

创投管理资

金 

≥1800

亿元 
1.56 

=1800 亿

元 
1.56 

银行科技贷

款余额 

≥1500

亿元 
1.56 

=3309 亿

元 
1.56 

合作的高等

院校、科研院

所 

≥20 家 1.56 =23 家 1.56 

建成各类政

产学研联合

体 

≥150 个 1.56 =159 个 1.56 

实施产学研

项目 

≥1500

个 
1.56 =1790 个 1.56 

列入国家级

人才计划人

数 

≥10 人 1.56 =12 人 1.56 

列入省“双创

计划”人才 
≥70 人 1.56 =97 人 1.56 

项目承担单

位满意度 
≥95% 1.56 =100% 1.56 

纳入信息化

管理的项目

占总新立项

项目比重 

≥95% 1.56 =100% 1.56 

科贷通累计

为企业解决

贷款额 

≥360 亿

元 
1.56 

=419.56亿

元 
1.56 

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入库

企业数 

=3000 家 1.56 =3377 家 1.56 

新型研发机

构 
=12 家 1.48 =13 家 1.48 

影响力目

标（6 分） 

研究开发费

加计扣除企

≥6800

家 
1.2 =8959 家 1.2 



业数 

企业研究开

发费加计扣

除额 

≥205 亿

元 
1.2 

=359.76亿

元 
1.2 

全市新增创

新创业领军

人才 

≥500 人 1.2 =1306 人 1.2 

R&D 投入占

GDP 比重 
≥2.83% 1.2 =3.25% 1.2 

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50 件 1.2 =58.3 件 1.2 

合计 79.69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是指经苏州市政府批准设立，由市

财政预算安排，用于科技研发和自主科技创新发展的专项资金。由苏

州市科学技术局根据市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用于引导

和促进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扶持各类创新活动，加快集聚全球创新

资源要素，着力构建优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技术创新计划、产业技术创

新计划、服务体系建设计划、科技人才计划、科技金融计划、产学研

合作、科技奖励和科技管理经费等。 

项目总目标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统筹创新资源配置协调，通过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的投入，带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大科技研发资金的投

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着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着力提升产业创新水平，加速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持

续优化创新生态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预算资金安排合理，使用充分、规范，专款专用；配套资金足额

及时到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制度的完整、合法，符合有

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补贴资金按政策要求足额及时发放；建立专

门投诉与意见反馈渠道，意见处理机制健全；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执

行情况良好。全年新立项指令性项目 2500 项，立项项目验收合格率

达 85%，应结题计划项目按时结题率 85%，大仪网入网仪器数达到

11000 台套，入网检测机构达到 450 家，科贷通受惠企业 1100 家；科

技贷款贴息受惠企业达 550 家。举办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 20 场，开

展公益性科技成果线上线下对接会 10 场，开展农业优良品种培育与

农业科技示范工程项目 10 项，实施重大民生科技示范项目 15 项。新

立项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数 170 人，新立项姑苏科技创业团队数

240 个。 



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依据 

本项目依据以下文件实施： 

1. 《关于报送 2019 年度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函》； 

2.《关于 2019 年度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复函》（苏

财教﹝2019﹞33 号）； 

3.《关于申请调整 2019 年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经费安排的

函》。 

二、项目内容及用途 

本专项资金 2019 年主要用于企业技术创新专项、产业技术创新专项、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科技人才专项、科技金融专项等五大专项，以及

科技合作经费、科技管理经费等两类经费。各项计划用途如下： 

1.企业技术创新专项：用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包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提升等项目。 

2.产业技术创新专项：用于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农业与民生科技产业创新、政

策性资助项目等。 

3.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专项：用于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创新创业效率，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包含重大科技载体建设、科技服务机构与功

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研发机构建设等项目。 

4.科技人才专项：集聚人才要素驱动创新发展，服务科技人才在苏创

新创业，包含姑苏领军人才计划和创业团队计划等子计划类别。 

5.科技金融专项：以资本要素支撑企业创新发展，引导多元化科技投

入。包含科技保险、科技贷款贴息等。 

6.科技合作经费：用于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对接、洽谈等产学研合

作活动，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建设。 

7.科技管理经费：用于科技计划项目组织专家评审、立项；重要项目

前期论证和中、后期管理及绩效评估；科技统计监测、重大项目财务

专项审计费用等。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专项资金 2019 年的预算为 102259 万元，其中年初安排预算 76400

万元，后我局申请追加预算 25859 万元，本专项资金均由苏州市科技

局管理。 

年初 76400 万元预算的各子项安排分别为：企业技术创新专项 24500

万，产业技术创新专项 16650 万，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12300 万，科技

人才专项 14000 万，科技金融专项 8000 万，科技合作经费 400 万，

科技管理经费 550 万。 

考虑到 2019 年高企培育入库和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因

此年中申请追加经费 25859 万元。2019 年 12 月 23 日，我局申请对各

子项资金安排进行调整，市财政局同意并批复，调整后各子项资金安

排分别为：企业技术创新专项 47659 万，产业技术创新专项 14350 万，

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18250 万，科技人才专项 17000 万，科技金融专项

4050 万，科技合作经费 400 万，科技管理经费 550 万。 

本专项实际支出 102258.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00%，其中企业

技术创新专项实际支出 46792.53 万元，产业技术创新专项实际支出



14863.55 万元，服务体系建设专项实际支出 18641.09 万元，科技人才

专项实际支出 16958.31 万元，科技金融专项实际支出 4044.83 万元，

科技合作支出 399.50 万元，科技管理支出 559.14 万元，做到专款专

用。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19 年市科技项目经申报指南发布、项目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

重点项目现场答辩、信用审查、局办公会议审定、公示、发文下达、

签订合同等程序予以立项。全年新立项指令性项目 2830 项。立项后，

项目的实施、监督检查和验收按照《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苏科规〔2019〕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资金管理按照《苏州

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字〔2017〕6 号）执行。 

1.发布指南，组织项目申报 

2019 年 3 月 1 日，市科技局在科技局网站、中国苏州上同步向全社会

公开发布《关于发布 2019 年苏州市科技发展计划（第一批）项目指

南与组织申报的通知》（苏科资〔2019〕11 号），6 月 5 日发布第二批

申报通知。申报通知明确各计划类别项目的申报要求、政策依据，明

确项目申报时间、渠道和方式，组织各区县企事业单位申报项目。市

科技局分别于 3 月 12 日-13 日和 6 月 21 日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政策暨

科技计划项目指南解读培训，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

的科技开发、管理人员，总培训人数达 1342 人。项目申报使用新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基本实现网上申报，全年共受理申报项目超

9000 项。 

2.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 

自 2019 年 4 月底起，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各类申报项目分批次进行

评审，绝大部分项目采用网上评审方式，项目立项实行专家打分制。

对于市本级财政科技经费资助额度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的项目

第二轮采用会评方式，项目立项实行票决制。评审专家采用随机方式

从由各领域或行业具有较高权威性的人员组成的专家库中抽取，保证

项目评审公平公正。市科技局于 2019 年 10 月出台了《关于印发<市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评审工作规程>的通知》（苏科资〔2019〕62 号），

进一步规范、细化科技项目申报评审规程。 

3．项目立项前信用审查 

科技项目立项前，我局将信用审查作为科技项目申报立项的必备环

节，由我局统一委托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进行信用查询，我市科技信

用信息库已与公共信用信息库实现数据对接，凡在我市科技信用信息

数据库中存在较重及以上失信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将会同时记录在公

共信用信息数据库中，在我市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内存在严重不良记

录的单位不能立项科技计划项目。2019 年已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审

核查询 67 批次、合计 6837 家单位信用信息，信用信息查询量同比增

长 62.5%，并在网站上对外公开立项项目信用承诺书 3037 份，公众均

可以下载或直接查看各个立项项目的信用承诺书，降低了财政资金的

使用风险。 

4.项目公示、立项，签订合同 

项目评审结束后，我局对拟立项项目通过市信用办进行信用审查，经



局办公会议审定，按批次陆续在“苏州市科技局网站”和“苏州市人

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对公示无异议、承担单位在市

信用数据库中无严重失信记录的项目，给予正式立项。针对立项项目，

我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科技主管部门签订项目合同。 

5.立项项目中期检查 

2019 年 9 月，2018 年新立项和部分 2017 年立项且在研的 659 个项目

进行网上项目进展情况报告。9 月 18 日，组织重点产业技术创新－研

发产业化项目介绍会，25 个重点项目进行集中汇报。10 月 15 日，组

织召开 2018 年度第二批姑苏领军人才计划项目、新型研发机构项目

中期检查集中汇报会，涉及企业 52 家。同时进行网上中期检查，涉

及企业 208 家。与此同时，对 2018 年立项、市财政总拨款 50 万元以

下且存在分年度拨款的所有项目委托各市区科技局进行检查。市科技

局通过中期检查及时掌握项目资金落实与使用情况、参加项目研发人

员情况、项目按合同进展情况、项目取得的成果与绩效情况等，检查

评估的结果作为项目分期拨款的重要依据。 

6.项目验收管理 

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工作要求在项目计划执行期满后一年内完成，由

于科技计划项目大部分跨年度开展，目前 2019 年度立项的项目尚未

进入验收阶段。项目的验收由承担单位在项目完成后网上提交验收申

请，并提供验收材料，经主管部门、市科技局相关处室对验收材料审

核确认后，由相关处室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上传

验收证书并提交纸质材料。项目验收以项目合同约定的考核目标为基

本依据，对项目人员情况、经费到位与使用情况、取得的科技成果、

技术指标、经济社会效益做出客观评价。2019 年共组织对 583 个项目

进行验收，其中终止项目 23 项，正常结题验收项目 560 项，验收合

格率为 96.05%。 

7.项目监督及惩戒 

根据《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苏科规〔2019〕2 号）和《苏

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7〕6 号）有关规

定，在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执行科技项目合

同，按期完成项目目标任务，接受市科技局及相关部门对项目执行和

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接受并配合市科技局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进

行的项目评估和绩效评价，并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在发生项目负

责人变更、项目因故无法按计划执行、项目考核指标需要调整或因不

可抗拒因素终止等情况时，项目承担单位和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市科技

局，市科技局在调查后进行后续处理。 

2019 年 1 月底，市科技局发布《关于抓紧组织 2019 年苏州市科技发

展计划应结未结项目验收的通知》（〔2019〕13 号），公布了 2019 年苏

州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中到期应结项目 296 项，在研项目 1508 项，

合计 1804 项，并发布了二批次终止项目的通知，对 27 个终止项目相

关责任主体的失信行为记入科技失信信息库，并进行相应信用等级调

整。2019 年全年累计收回 7 个终止项目财政资金 195.19 万元，并收

回一个撤销立项项目经费 10 万元。截止 2019 年底，市科技局科技信

用失信数据库共存在尚在有效期的失信记录 70 条，其中一般失信 39



条，较重失信 31 条。 



项目管理成效 

在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2019 年市科技部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着力夯实企业创新主体、提升产业创新水平、增强科技人才供给、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转移、深化科技与金融融合，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打造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

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2019 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93

万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

达 3.25%，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16599.6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49.4%，比上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年底，苏州市累计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052 家（其中 2019 年净

增 1643 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8.3 件。 

一、加快集聚高层次人才 

一是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市科技局协助市人才办制定出台《苏州市引

进顶尖人才“一人一策”实施办法（试行）》、《苏州市高层次人才举

荐办法（试行）》等系列政策，围绕苏州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亟需

的顶尖人才（团队），建立“一人一策”、“一事一议”灵活快速决策

机制，探索人才举荐制，强化以才荐才、以才评才，扩大人才引进渠

道。二是优化人才评价标准。按照不“四唯”的选才导向，取消对年

龄等条件的限制，对业绩贡献突出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放宽学历、

资历等申报条件，突出领军人才市场导向，将用人单位所付薪酬作为

创新人才重要评价指标，将市场认可情况作为创业人才重要评价指

标。三是发展壮大人才规模。2019 年共立项支持 247 个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项目，并制定了《关于支持外籍人才参与科技创新的若干举措》，

新引进长期外国专家数 744 人，173 个项目、217 名海外专家入选我

市第九批“海鸥计划”。此外，新增“千人计划”专家 12 人，各类“千

人计划”专家累计 262 人。 

二、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市科技局修订出台了《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实施细则》，简化了政策兑现流程和申报材料，对入库企业的支持由

研发费后补助改为直接奖补支持，根据实施细则，苏州市级给予 2019

年入市高企培育库的区级企业 10 万元/家的奖补，合计下达资金 2.2

亿元。二是强化辅导培训。全市科技系统广泛开展企业服务，全年累

计举办活动 88 场，培训 10699 人次，点对点走访、辅导企业 2071 家，

完成三批共 4675 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推荐，较上年增长 71%，

且全年共入市培育库企业为 3377 家，均为去年的三倍。三是注重政

策落实。2019 年全市落实重点科技创新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约 184.77

亿元，同比增长 33.13%，其中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 8959 家，同

比增长 36.45%；加计扣除额达 359.76 亿元，同比增长 84.29%，折合

减免企业所得税（按 25%税率计算）89.94 亿元。 

三、着力建设科技创新载体 

一是强化重大载体建设。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完成事业法人注册登记，

核心团队组建到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获批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第三代半导体

技术创新中心”完成专家论证，并正式上报科技部。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苏州研究院、中科智能科创中心等一批重大研发机构落户苏州。二

是深化产学研合作交流。先后组织国际国内科技交流活动 21 场，服

务企业超过 5000 家。先后与 23 家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了全面合作，

建成各类产学研联合体 159 个，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1790 项。三是

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机构鼓励引导各类机构做好资源集聚，积极

承担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重大专项等战略任务，省

产研院新布局建设的 25 家专业研究所，有 12 家落户苏州，全省第一。

围绕校地共建、本土骨干企业创设、核心人才团队持股领办等三种模

式，继续开展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工作，对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张家港产

研院建设、南京理工大学常熟研究院建设等项目立项、授牌。 

四、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一是开展科技政策评估。对我市 2 个综合性科技创新政策以及 18 项

配套措施进行系统评估，梳理出涉及企业、人才、高校院所、金融机

构等六大类创新主体的 110 个政策点，围绕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增强政策执行便利性和针对性、提升各类主体政策易用性和获得感，

提出了七大类 21 条对策建议。二是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制定《苏

州市天使投资引导项目管理办法》、《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项目奖励补

贴实施细则》、《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项目阶段参股实施细则》。2019

年为 646 家企业提供科技贷款贴息（含担保费补贴）3400 万元，为

194 家企业提供科技保险费补贴 517.28 万元，为 10 家天使投资管理

企业提供奖励 127.55 万元，为 400 家种子期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创业

资助 4572.5 万元。 2019 年“科贷通”为 1421 家科技型企业解决贷

款 62.90 亿元，累计为 6406 家企业解决贷款 419.56 亿元。三是提升

科技服务水平。科研服务共享平台入网仪器累计 51098 台套（其中

2019 年新入网 12150 台套），原值 390 亿元，比平台建立之初分别增

长了 5.14 倍和 5.5 倍，提升了服务能力。首次开展我市省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评审工作，组织推荐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9 家，省

级众创空间 49 家，辅导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目前已累

计孵化和培育各类初创企业和团队达 2 万余家。 

五、不断推进科技惠及民生 

一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引导鼓励农业企业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智慧农业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对农业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给

予研发后补助资助。推进农业科技园区和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建设，目前已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 家，省级农业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 家。组织开展农业“铜仁”“西安”科技行，

促进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走出去，引进来。二是加强民生科

技创新。围绕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的难点、热点组织实施市级民生科技计划项目，全力给予资金扶持。

三是着力提升新药临床试验转化能力。启动实施临床试验能力提升计

划项目，支持全市医疗机构中取得 GCP 认定证书的机构及其认定专业

方向的临床能力建设。持续开展医疗器械与新医药后补助项目，鼓励

医疗器械与新医药企业自主研发，加快实现产业化。联合市卫健委主

办了的苏州市医疗健康产品推介暨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对

接会，成立了苏州市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和苏州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核实 2019 年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发现部分项目指标设置

不够合理，实际完成率偏高。如产出指标中的“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新立项数”指标的目标值为 170 人， 2019 年度的实际完成值为 247

人，完成率达到 145.29%。由于在绩效目标申报后，市委市政府对高

层次人才引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19 年我市加大了姑苏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立项数增幅较大，但未及时对相应目

标值进行调整，导致 2019 年目标完成率偏高。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针对绩效目标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我单位财务和业务人员还需不断提

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在进行绩效目标及预算编制时，应对各类项目

历年完成情况进行充分梳理，并进行比较、评估，按照 SMART 原则

合理确定各项绩效指标及其目标值，设置与项目匹配度高的绩效目

标，为后期的绩效自评和再评价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此外，对于

已完成绩效目标申报的项目，如存在目标值偏差等情况，应及时做出

绩效目标的调整。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