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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20 年度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根据《中共无锡市委 无锡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无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无锡市本级

绩效评价和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无锡市市级专

项（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着“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导向”的原则，对 2020

年度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及取得的绩效

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形成本自评报告。 

一、市场监督管理专项基本情况 

（一）专项背景 

市发展改革委承担着落实价格调控目标责任制，维护正

常的市场流通和价格秩序的任务。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每年下

拨我市 300 余万用于保供稳价，我市从 2013 年开始，在市

现代产业发展资金商务发展专项中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市场

价格调控，2015 年起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200 万元，

主要用于平价商店以奖代补及市场价格监测。 

（二）专项依据  

1.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推进平价商店建

设稳定菜篮子价格实施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1〕157



 

—2— 

号）和《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平价商店建设的意见》（苏

价农〔2012〕136 号）精神，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

度，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支持平价商店建设，对取得当地

价格、商务部门资质认定平价商店（直销店）可给予经济补

贴。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二十七条和《江苏

省价格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 

（三）专项组织管理 

本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为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具体实施

单位为收费处。收费处负责本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库的管理，

设立本专项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资金年度预算建议，按

批复的预算组织项目实施，并对本专项资金实施的绩效跟踪

和评价。 

（四）专项实施内容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下设 2 个明细项目，按照预算来源分

为价格调节专项（省级）项目和价格调节专项（市级）项目。 

价格调节专项（省级）资金年初预算 368 万元，全年实

际支出 36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主要用于平价商店的

考核奖励与补贴，其中，开展平价商店“优惠让利月”活动

使用资金 117 万元，平价商店下半年考核奖励使用资金 251

万元。 

价格调节专项（市级）资金年初预算 200 万元，全年实

际支出 20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其中，用于平价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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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考核奖励 173.65 万元，价格巡查人员劳务费 5.38 万

元，区价格监测经费 2.97 万元，平价商店管理平台升级维护

费 18 万元。 

（五）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20 年，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568 万元（省

级预算 368 万元，市级预算 200 万元），年度执行中，无调

增调减，当年实际支出 568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具体

详见《无锡市 2020 年度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

执行情况表》（附表 1）。 

2020年，下达各市（县）、区资金 544.62万元，各市（县）、

区实际支出 544.62 万元（其中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544.62 万

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本专项在年度执行中项目明细之间有预算调整，已报市

分管领导批准。（附件 3） 

（六）专项绩效目标 

1.年初预算绩效目标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绩效总目标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

制在省定范围内”，目标值为“3.5%”。 

本专项下设 2 个明细项目，按照预算来源分为价格调节

专项（省级）项目和价格调节专项（市级）项目，各设置 4

个绩效目标（两个项目的绩效目标完全一致）。绩效目标 1

为“定期发布民生价格信息”，目标值为“10000”条；绩效

目标 2 为“稳定平价商店平价农产品销售量”，目标值为“1”

亿公斤；绩效目标3为“平价商店规范管理”，目标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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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4 为“平价商店稳定发展”，目标值为“100”家。 

2. 年度调整预算绩效目标 

经市分管领导批准，绩效目标 4“平价商店稳定发展”

的目标值从“100”家调整为“58”家。（见附件 3）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绩效评价思路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照年初

制定的绩效目标，全面客观地进行绩效评价。 

（二）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在市发展改革委

领导的安排部署下，由收费处全面负责绩效自评工作，负责

制定评价方案，组织各相关地区配合做好绩效评价工作，并

做好进度跟踪、重点内容评价、数据核查、报告撰写等。 

各相关地区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市财政和市发展改革委

有关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绩效评价工作，报送资金使用情况

及绩效数据等。 

（三）评价的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从 2020 年 3 月启动至 2020 年 5 月上

旬完成。具体分为 4 个阶段：工作部署及方案制定、数据填

报及核查、汇总分析、综合评价。 

（四）评价指标、权重和标准设计 

按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要求，共性指标 40分，

个性指标 59.511 分。在个性目标中，专项总目标 10 分，价

格调节专项（省级）项目绩效目标 20 分，价格调节专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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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项目绩效目标 20 分，社会满意度 9.511 分。 

满意度指标的考评和调查取证方式参照《〈无锡市 2020

年度综合考核实施办法〉和配套实施方案》（锡考发〔2020〕

1 号）。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根据《无锡市 2020 年度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表》（附表 2）的评分标准进行逐项评分，市场监督管

理专项综合得分 99.511 分。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绩效总目标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

制在省定范围内”，目标值为“3.5%”。实际完成情况：2020

年我市 CPI 涨幅为 2.3%，低于全省平均涨幅 0.2 个百分点，

在省内排名第二，圆满完成全年价格调控目标。 

四、主要成效 

市发展改革委利用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专项用于价

格调控，主要用于平价商店的以奖代补和市场价格监测。 

1.坚持扛稳市民“菜篮子”。平价商店作为保供稳价的

重要抓手，为我市完成全年价格调控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销售便民。按照平价商店建设的总体要求，依托朝阳集

团和连锁商超等经营主体，在市区大中型社区或交通相对便

利、中低收入群体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进行布局，严格考核，

汰弱留强，2020 年市区平价商店 58 家，2021 年将会在此基

础上再增加优质平价商店，基本覆盖到每个乡镇，平价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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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效应不断扩大，极大方便了周边群众。二是价格亲民。

平价商店采用“15+4+N”平价模式，每日提供平价蔬菜不

少于 15 个品种，平价粮、油、肉、蛋各不少于 1 个品种，

平价蔬菜价格总体低于市场均价 30%以上，粮、油、肉、蛋

类价格总体低于市场均价 15%以上。除此之外，各平价商店

根据实际情况推出多种惠民形式，如“一元菜”、“每周特惠

日”、“年货街”等，并在春节期间积极投放政府储备肉，平

抑节日“菜篮子”价格波动，满足市民吃新鲜菜、实惠肉的

需求。三是切实惠民。平价商店通过低价销售群众生活必需

的农产品，有效发挥了“四两拨千斤”作用，倒逼农贸市场

蔬菜价格的回归，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我市蔬菜价格总体走

低，2020年全市平价商店累计销售平价农产品 1.02亿公斤，

销售金额 8.4 亿元，惠民金额为 2.3 亿元。 

2.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体系。通过农副产品市场和价

格信息监测、发布、预警体系建设，提高价格调控的前瞻性、

预见性。修订完善我市价格异常波动应急预案，合理设定价

格异动级别，切实完善应急响应措施，为及时应对和处置可

能出现的价格异常波动做好准备。全年通过发展改革委官网

和公众号发布民生价格信息一万条以上，通过主动、及时地

发布市场价格信息，矫正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市场价

格扭曲现象，增强市场透明度，引导市场预期和公众理性消

费。 

五、主要问题 

本专项资金的总金额较小，支出形式比较单一，对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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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依赖较大。目前本专项 95%以上的资金用于平价商店以

奖代补，充分发挥平价商店“保供稳价、利农惠民、应急调

控”的作用，而对粮油、生猪、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的生产、

储备和调运能力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时，可灵活且快速使用的抓手有限。 

六、相关建议 

（一）增加市级专项资金预算 

苏州市每年安排1000万以上的资金专项用于价格调节，

2020 年仅生猪供应补贴即投入 780 万元，有效缓解去年因非

洲猪瘟和疫情叠加之下的猪肉价格上涨问题。宜兴市财政也

每年安排 500 万元价格调节专项资金用于保供稳价。对比之

下，我市本专项资金市级预算仅有 200 万元，可发挥空间有

限，建议参照其他城市做法，增加本专项市级预算标准。 

（二）不断完善价格调控管理机制 

积极探索价格调控方式和手段，继续完善平价商店长效

管理机制，做好平价商店认定、考核、管理工作；强化本地

粮油、生猪、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的生产、储备和调运能力

方面的资金投入；对特定困难群众在价格异动时期实施临时

补助，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好价格监测日常工作，不

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体系，提升价格监测科研能力，善于捕

捉各种市场的先兆信息和异动迹象，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态

及其演变趋势及时发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警，以提高政府实施

应对价格异动应急预案的准确性与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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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无锡市 2020 年度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预算 

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2.无锡市 2020 年度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指标表 

3.调整明细预算和绩效目标的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