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单位

主要职能

依据《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苏委办发〔2019

〕33号),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市政府直属工作部门 ，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 、市

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 ，监管市属企业

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二）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 ，拟订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监管企业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 ，负责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 ，拟订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

（三）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四）按照规定程序对市属国有企业国资方董事进行委派 、更换、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 ，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

（五）督促市属国有企业对在巡视、巡察、审计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整改 ，组织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调查，提出意见建议。

（六）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 ，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

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

（七）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 、标准等工作。

（八）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草案，拟订有关规章、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县级市、区国有资产管

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九）负责市属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 ，指导市属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十）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①机构设置：依据《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苏

委办发〔2019〕33号),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设机构包括 ：办公室（信息处）、考核评价处（政策法规处）、产权管理处、

发展改革处、督查处、党建工作处、组织人事处。②人员配置：机关行政编制29名，行政附属编制0名，全额事业编制0名；实际用编人数行政人

数29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579.38

财政拨款

小计 1579.38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579.38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400 1360.88

项目支出 5 218.5

专项调研调查费用 5 22

专项培训费用 0 58.5

信息化维护及设备更新维护费用 0 42

市属国企党建经费 0 45

评估、审计、认证费用 0 10

安全生产费用 0 5

党团活动使用经费 0 5.2

专项委托业务费用 0 22

体检费 0 8.8

中长期目标

一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 ，不断增强企业活力。三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

国资监管，不断提升国资监管效能。四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牢牢守住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五是狠抓重大改革任务落地，不断

把过期改革向纵深推进。六是改革整合同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国有企业

年度目标

（一）强化战略支撑，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一是服务好产业创新集群建设。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四大产业集群 ，积极

参与苏州实验室建设，强化国有资本对产业创新集群建设的支撑力和引导力 ，吸引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助力创新集群加快形成，推动

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服务好市域一体化发展。依托“1+10”项目合作机制，通过合资新设、增资扩股、PPP等方式，围绕重大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和粮食、大数据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开展市场化合作 ，推动全市国资国企融合协调发展 ，全面加强

要素支撑和服务保障。三是服务好城市更新和古城保护。大力引导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和国家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 ，加

快推进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口岸等项目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加大对古城古镇古村古巷和古建老

宅的活态化保护开发利用。

（二）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一是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 。围绕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7大方向，重新核定并公布市属国企的

主业，一个企业聚焦一个核心主业深耕细作 ，推动资产资源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充分利用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基金）项目申报，实现存量资产和增量投资良性循环 。二是持续推进企业上市。重点培育能源、高速公路及智能交通、园林设计

营造、酒店管理等板块，推动苏州电瓷、创元数码、上海北分实现新三板晋级。用好资本市场这一混改主渠道，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优势国企、

优势业务上市发展。三是持续深化央地合作。按照一个方案、一个机制、一个专班的工作思路，以更加积极、更为主动的姿态对接央企，“一项

目一清单”加快项目落地，加大在谈项目和意向项目推进力度 ，切实做好签约项目的收集和跟踪 ，争取更多质量高、效益好、带动性强的产业项

目落地苏州。

（三）深化公司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是加强企业治理能力建设。全面建立专业尽责、规范高效的董事会，董事会权利全面依法

、依章程落实到位，切实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能力和水平 。积极拓展外部董事来源渠道，优化外部董事配置结构，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完善

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 ，保障经理层依法行权履职。二是深化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持续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按照市

场经济规律，严格落实工资总额制度，建立健全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 ，综合用好超额利润分红、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

中长期激励。三是落实财务部门负责人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双重职责 ，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

（四）提高监管效能，促进国资保值增值。一是强化制度文件刚性执行。督查全市国有企业认真落实《关于全面加强国有企业监管的意见 》，不

断完善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监督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重大损失。二是强化高质量考核工作。全面分析评估2022年度首

次高质量考核实施情况，进一步完善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考评指标体系 ，科学合理设定发展目标。做好与2022-2024年任期经营考核的有效衔接

。三是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化解。完善企业合规内控体系，建设并用好专项资金“蓄水池”，密切关注投资风险、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担保风险

、境外投资运营风险等，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

（五）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一是狠抓政治建设。持续深化“第一议题”制度，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贯彻全

年的重大政治任务，着力学懂弄通做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狠抓人才强企战略。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不断健全人才“招、引、留、用”工作体系，加快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堪当重任的后备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队伍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偏差率 ＝0% ＝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财务监管 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数据管理 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数据汇编 科学、规范 科学、规范

业绩考核 拟订考核标准 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签订 签订

产权管理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科学、规范 科学、规范

国企改革 国有资产布局和结构调整 国有资产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优化提升 优化提升

国企发展 国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督查督办 企业投资后评估 企业投资后评估 完成 完成

党建工作 增强机关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增强机关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增强政治修养 增强政治修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经济效益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全市国资系统

落实
全覆盖 全覆盖

社会效益 推动市属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全覆盖 全覆盖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提升市属国有企业和委机关法治建

设水平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