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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20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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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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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项目）背景 

“十三五”期间，无锡出台了一系列现代产业政策，设

立无锡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助力重大产业项目招引，

2019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的意见》（锡

委发〔2019〕21 号），支持重大产业项目引进。 

——对引进总投资在 10 亿元（或等值美元）以上的先进

制造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其中，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10

亿元（含）-20 亿元的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综合奖补；

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20 亿元（含）-30 亿元的项目，给予

最高 2200 万元的综合奖补；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30 亿元

（含）-50 亿元的项目，给予最高 3900 万元的综合奖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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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50 亿元（含）-100 亿元的项目，给予最

高 7000 万元的综合奖补；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100 亿元

以上的项目，给予最高 15000 万元的综合奖补。对新引进的

市场前景好、产业升级带动作用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能力

大，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的特别重大产业项目，按“一事一议”

原则确定奖补金额。 

——对引进总投资 2 亿元（或等值美元）及以上的符合

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其中，

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2 亿元（含）-5 亿元的项目，给予最

高 350 万元的综合奖补；每新引进一个总投资在 5 亿元（含）

-10 亿元的项目，给予最高 800 万元的综合奖补；总投资超

过 10 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按“一事一议”原则确定奖补金

额。 

对江阴、宜兴地区新引进投资总额在 30 亿元（或等值美

元）及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和 5 亿元（或等值美元）及以

上符合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现代服务业项目，通过“一事一

议”的方式确定市级奖补金额。 

（二）专项（项目）依据  

1.《关于进一步深化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的意见》（锡委发

〔2019〕21 号）。 

2.《无锡市现代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锡政发

〔2016〕18 号）。 

3.《无锡市重大产业项目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锡发改重大〔2019〕14 号 锡财工贸〔2019〕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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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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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市发展改革委重大办、市财政局工贸处，以及各地区

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年度预算编

制、执行；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审核绩效目标，提出奖补

意见；会同市财政局做好资金计划下达；牵头开展项目实施

情况的跟踪、检查、评估等工作；负责定期报告引导资金使

用情况和绩效。 

市财政局负责重大产业项目综合奖补资金预算安排和

资金拨付；负责奖补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组织开展奖补资金

绩效评价。 

各地区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落实本级扶持资金，负责政

策兑现、资金拨付和跟踪管理，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做好项目

申报和重大产业项目综合奖补资金绩效评价等工作。 

（四）专项（项目）实施内容 

2020 年，重大产业项目引进综合扶持资金共安排 15 个

项目，当年下达 33827 万元。 

1.重大产业项目引进综合扶持资金安排 12 个项目，当年

安排 6661 万元：主要安排远景动力高储能高安全软包装智

能电池（一期）、明恒混合动力变速箱等先进制造业项目 5 个

（含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茗岭窑湖小镇（一期）、中电海

康无锡物联网产业基地等现代服务业项目 7 个。 

2.新吴区三个超大高质量项目扶持资金当年安排 2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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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安排海力士二工厂、华虹半导体、海辰 8 吋晶圆

3 个项目分年度扶持资金。 

（五）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20 年，无锡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年初预算 47000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减预算 13173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33827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28%（由市财政局提出调整并统

一报经市领导批准）。当年实际支出 33827 万元，预算执行率

为 100%。具体详见《无锡市 2020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综合奖

补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附表 1）。 

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全部为专项转移支付，2020 年下

达各市（县）、区资金 33827 万元，各市（县）区实际支出

33827 万元（其中项目资金实际到位 33827 万元），累计结余

0 万元，市财政已收回 0 万元，实际滞留资金 0 万元，资金

到位率为 100%。 

 

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

区名称 

资金 

下达数 

实际 

支出数 

市（县）区

结余结转数 

项目资金 

到位数 

市（县）区

资金到位率 
备注 

 合计 33827 33827 0 33827 100%  

1 江阴市 2336 2336 0 2336 100%  

2 宜兴市 1200 1200 0 1200 100%  

3 梁溪区 502 502 0 502 100%  

4 锡山区 1811 1811 0 1811 100%  

5 惠山区 266 266 0 266 100%  

6 滨湖区 56 56 0 56 100%  

7 新吴区 27656 27656 0 27656 100% 

含 3 个

高质量

项目
271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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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项（项目）绩效目标 

1.无锡市 2020 年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总体绩效目标 

（1）重大产业项目招引目标完成率 100%； 

（2）达产项目投入产出比 1:1.5。 

2.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1）重大产业项目引进综合扶持资金绩效目标：市级重

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100%；财政投入乘数 100 倍。 

（2）新吴区三个超大高质量项目扶持资金绩效目标：新

吴区三个超大高质量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 100%。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绩效评价思路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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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财绩〔2021〕3 号）要求，以及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照 2020 年预算绩效目标，全面客观地

进行绩效评价。 

（二）评价的组织与职责分工 

在无锡市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和委领导重点指导下，由

重大办负责组织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绩效自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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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管领导负责评价方案审定，参

与重点评价内容的研究与评估，以及评估报告审核。 

各相关地区发展改革部门及项目单位按照市财政和市

发展改革委有关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绩效评价工作，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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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研、报送项目情况及绩效数据等。 

（三）评价的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从 2021 年 3 月底启动至 2021 年 5 月

底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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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共性指标 40 分，个性指标

60 分。个性指标中，设置专项总目标 2 个 20 分，设置明细

项目目标 3 个 3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 

满意度指标的调查取证方式。根据《无锡市 2020 年度综

合考核实施办法和配套实施方案》（锡考发〔2021〕1 号），

市级机关单位年度综合考核中满意度评价分值为 10 分，其

中社会公众（含“两代表一委员”）评价占 30%、市级机关和

基层干部评价占 20%，在职市领导评价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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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表》（附表 2）的评分标准进行逐项评分，重大产业项

目奖补资金综合得分 98.011 分。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调整率。2020 年无锡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年

初预算 47000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33827 万元，预算调整

率为 28%。因 2020 年上半年资金拨付进度较慢，市财政提

出调减年度预算，但年底新吴区 3 个超大高质量项目需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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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较大，超出调整后的资金预算，不足部分在 2021 年才拨付

到位。此项扣 1 分。 

2.无锡市 2020 年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总体绩效目标 

（1）重大产业项目招引目标完成率 100%。招引目标完

成值为 134%，因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项目招引，各地区积极

作为，导致完成值过高此项扣 0.5 分。 

（2）达产项目投入产出比 1:1.5。因当年无达产项目，

调整增设目标“总投资 50 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招引数”，

目标值 8 个，实际完成 9 个，完成率 112.5%。 

3.社会满意度指标。根据无锡市 2020 年度综合考核实施

办法和配套实施方案，我委得分为 9.511 分。 

四、主要成效 

2020 年奖补资金安排 15 个项目总投资超 1080 亿元，累

计完成投资 899 亿元，实现产值 1632 亿元、税收 8 亿元，解

决就业 13833 人、吸引人才 4570 人（本科以上），专项资金

放大效应明显，经济贡献大，社会带动性强。其中，2020 年

新安排 12 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 234 亿元，奖补额度为 1.8

亿元；新吴区 3 个超大高质量项目总投资 846.6 亿元，为“一

事一议”市级扶持资金分年度安排项目。这些项目建设进度

较快，加快推动了我市特色产业链、新型产业集群和现代产

业体系构建，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为

我市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海力士二工厂、

中环领先大直径硅片、华虹一期、海辰 M8 等项目相继投产，

进一步补强了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随着这些重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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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落地，尤其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

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才集聚无锡，同时也

为无锡本土人才提供越来越多优质工作岗位。 

五、主要问题 

市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主要为了吸引重大项目来锡

落户，属于事前引导性质，不确定因素较多，预算安排只能

根据上年度签约招引情况预测，无法做到精准把握，预算安

排难度较大。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对接。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各地区招引

落地的重大产业项目进行梳理，年度预算编制时尽可能与各

地区对接重大产业项目招引情况和奖补资金申报需求，力求

奖补政策实施更精准、更有效。 

（二）调整奖补方式。鼓励各地区新建、引进重大项目，

市级根据各地区重大项目新建、引进数量、金额、贡献、留

成等因素，按照“拨改转”方式，切块用于各地区重大项目支

持，市级不再受理各地区具体重大项目扶持申请。 

 

附表：1.无锡市 2020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预算安 

排及执行情况表 

2.无锡市 2020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绩效 

评价指标表 

3.无锡市 2020 年度重大产业项目奖补资金预算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