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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9 年度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扶持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受无锡市财政局的委托，无锡梁溪会计师事务所依据无锡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无锡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

效管理办法>的通知》（锡财规„2019‟1 号）、《关于印发<无锡

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参与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锡

财绩„2018‟2 号）以及《关于开展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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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 号）等

文件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绩效导向”

的原则，于 2020 年 4-7 月，对 2019 年度现代服务业（提质增

效）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及取得的绩效等情况全面开展综合评价，

现将本次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基本情况 

十三五以来，无锡市服务业产业规模稳步提升，产业结构

继续优化。服务业对无锡市经济贡献继续高于工业，占据产业

结构主体地位。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

增强我市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和辐射力，无锡市委、市政府在

《无锡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三年（2017-2019 年）行动计划》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提

质增效的若干政策意见》，从八个方面支持服务业八大重点产

业，集中力量打造和扶持一批重点载体、平台、项目和企业，

全面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努力建设全国服务经济转型发展

示范区，重点发展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

会展服务、文创服务、休闲服务、商贸服务等八大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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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无锡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积极打造“服务高地”。 

本专项主要依据有《无锡市“十三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

划》（锡政办发„2016‟206 号）、《无锡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三年（2017-2019 年）行动计划》（锡委发„2017‟21 号）、《市

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的若干政策意见》（锡

政发„2018‟49 号）、《关于进一步深化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的意

见》（锡委发„2019‟21 号）、《关于印发<无锡市服务业提质增

效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锡发改服务„2019‟15 号、锡

财工贸„2019‟37 号）、《关于组织 2019 年无锡市服务业提质增

效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锡发改服务„2019‟16 号）、《关于下

达 2019年无锡市服务业提质增效资金的通知》（锡财工贸„2019‟

100 号）。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本专项的主管部门承担现代

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的管理与实施工作。具体负责的

内设机构为服务业处，主要负责制定发布扶持资金项目申报指

南，组织项目申报、立项评审工作，审核绩效目标，提出扶持

意见；负责扶持资金使用情况信息公开，处理质疑或投诉等事

宜；负责扶持项目的跟踪监管和绩效评价，定期报告资金使用

情况和绩效等。市财政局负责扶持资金预算安排和资金拨付，

负责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监督，组织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和再评价。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产业项目投资奖励、公共服务平台奖励、

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奖励、服务业骨干企业奖励、服务业改革创

新奖励、规上企业入库主管部门排名奖励、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军民融合发展资金项目。与市财政局沟通后，本次纳入考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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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前六大项目。 

二、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1.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9 年，无锡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年初预

算 5250 万元（不包括军民融合发展资金和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年度执行中，根据《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关于兑现 2019 年

无锡市服务业提质增效资金的请示》（锡发改服务„2019‟18

号）、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件办文单》（锡政字„2019‟

1154 号），调增 1016.38 万元，调减 500 万元，调整后预算为

5766.38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19.36%，具体如下：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预算调整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 预算调增 预算调减 调整后预算 预算调整率 

备

注 

1 产业项目投资奖励 680.00 436.94  1116.94 64.26%   

2 公共服务平台奖励 400.00 10.00  410.00 2.50%   

3 
服务业集聚发展区

奖励 
2500.00  500.00 2000.00 -20.00%   

4 
服务业骨干企业奖

励 
1000.00 550.00  1550.00 55.00%   

5 
服务业改革创新奖

励 
400.00   400.00    

6 
规上企业入库主管

部门排名奖励 
200.00   200.00    

7 工作推进经费 70.00 19.44  89.44 27.77%  

 (1)宣传推介经费 10.00   10.00   

 (2)招商引资活动 50.00   50.00   

 (3)项目评审审计费 10.00 19.44  29.44 194.40%  

合计 5250.00 1016.38 500.00 5766.38 19.36%   

2.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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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无锡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实际支

出 5092.44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8.31%。具体使用明细如下： 

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调整后预算 实际支出 预算执行率 备注 

一、产业项目投资奖励 1116.94 846.21 75.76%  

二、公共服务平台奖励 410.00 230.00 56.10%  

三、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奖励 2000.00 2000.00 100.00%  

四、服务业骨干企业奖励 1550.00 1350.00 87.10%  

五、服务业改革创新奖励 400.00 400.00 100.00%  

六、规上企业入库主管部门排名奖励 200.00 200.00 100.00%  

七、工作推进经费 89.44 66.23  74.05%  

(1)宣传推介经费 10.00 5.00  50.00%  

(2)招商引资活动 50.00 33.39  66.78%  

(3)项目评审审计费 29.44 27.84  94.57%  

合计 5766.38 5092.44 88.31%  

3.政策兑现情况 

34 个项目获得了总计 5026.21 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其中

有 5 个核准制项目，29 个评审制项目。核准制项目包括服务业

骨干企业奖励-示范引领企业奖励 1 个、服务业改革创新奖励 2

个和规上企业入库主管部门排名奖励 2 个，兑现资金 650 万元；

评审制项目，我们通过对申报单位所属产业领域、申报数量及

最终奖补数量和奖补金额进行分析汇总，得到以下情况：2019

年共申请 86 个项目，最终奖补 29 个项目，兑现资金 4376.21

万元，占专项实际支出的 85.94%，具体如下： 

八大领域申报奖补明细表 

领域 申请数 奖补数 奖补金额 

会展服务 1 0 0.00 

金融服务 3 1 100.00 

科技服务 29 10 2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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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申请数 奖补数 奖补金额 

商贸服务 14 4 287.67 

文创服务 3 1 100.00 

物流服务 14 8 959.15 

信息服务 11 2 243.59 

休闲服务 11 3 255.80 

合计 86 29 4376.21 

八大领域申请奖补分析图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 

无锡市 2019 年度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综合得

分 76.81 分，评价等级为“良好”。8 项年初绩效目标有 7 项完

成，包括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

交易额增加率、集聚发展区主营业务收入增幅、集聚发展区就

业人员新增数、获奖骨干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为实际奖励资金的

倍数、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商贸流通试点完成个数、鼓励规

上服务业企业入库数量。 

本专项的主要成效有: 

（一）服务业集聚区规模效应发挥态势良好，发展势头强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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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无锡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进展顺利，发展势

头良好。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强调了重点实施集聚发展提升工

程，2017-2019 年间，发改部门根据文件宗旨，有效引导并培育

了一批特色产业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完善、发展引领作用明显

的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给予一定的扶持资金，鼓励各区差

异化、特色化发展。截止 2019 年无锡市已培育了营收规模在千

亿以上服务业集聚区 2 家，伍佰亿以上服务业集聚区 3 家，百

亿以上服务业集聚区 13 家，推进服务业集聚区做大做强，提高

了产业影响力和规模效应，为引进高端人才和招商引资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二）规上服务企业增量明显，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骨干企

业 

发改部门每年会根据服务业发展态势、本年工作重点，以

三年行动计划为出发点，因时制宜对专项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使政策更具针对性，扩大扶持范围、加大扶持力度，有效引导

扶持资金能更好更有效地落地。2019 年从八大方面多种类、多

维度、不同领域、不同形式地下达补贴资金，推动了企业的发

展。涌现了一批规模型服务企业，2019 年规上服务业企业入库

数量达 206 家，骨干企业引培工程开展顺利。 

（三）服务到位，企业满意度高 

从满意度调查的结果看，获奖企业整体满意度达 96.88%，

其中对“对申报过程中的服务和指导的评价”和“对项目评审

的合理性、公平性、公开性的评价”满意度最高，为 100%；未

获得补助企业整体满意度也达到 83.61%。管理部门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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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满意度较高，评审过程公平客观，得到了企业的普遍

认可。 

四、主要问题 

无锡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收

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预算编制不精准，调整率过高，执行率偏低 

1. 预算编制不精准，调整幅度较大。2019 年年初预算金额

5250 万元，预算调增 1016.38 万元，预算调减 500 万元，预算

调整率达 19.36%。  

2.预算执行率偏低，影响资金使用绩效。2019 年调整后预

算金额 5766.38 万元，实际执行 5092.44 万元，预算执行率

88.31%，“产业项目投资”、“公共平台奖励”、“工作经费推进”

项目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75.76%、56.1%、74.05%，预算编制不

精准，执行率偏低，影响资金使用绩效。 

（二）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绩效目标值偏离合理区

间，导向性不足 

1.个别明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与项目内容没有关联性，无法

体现资金支出的有效性。比如对“工作经费推进”项目设置的

绩效目标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该项目实施没有直接关系，指标设置的关联性不

足。 

2.年初绩效目标值偏离合理区间，无法发挥绩效目标的导向

作用，可考性不足。比如“产业项目投资”的绩效目标“扶持

项目拉动社会投资额为实际扶持资金的倍数”，目标值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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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倍，按目标值计算获奖单位的社会投资额需要达到 154 亿，

实际只有 8 亿左右，与目标值相去甚远。“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奖

励”的绩效目标“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服务业骨干企业奖励”

的绩效目标“获奖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为实际奖励资金的倍数”，

实际完成值均超过目标值三倍，目标值设置过于保守，影响管

理部门寻找更多优质项目的积极性。项目前期调研不充分，设

定的目标值偏离合理区间，可考性不足，失去了年初绩效目标

的导向性作用。 

（三）专项资金受益面局限，产业扶持力度不均衡 

1.专项资金受益面窄。2019 年获得奖补的项目共 34 个，主

要覆盖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中小型服务业企业和新型初创

型服务业企业关注较少，门槛较高，受益面窄。 

2.产业扶持力度不均衡。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

服务业提质增效的若干政策意见》，服务业重点扶持领域为金融

服务、科技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会展服务、文创服务、

休闲服务、商贸服务八大产业领域。2019 年各产业领域申请的

单位数量分别为 3 家、29 家、14 家、11 家、1 家、3 家、11 家、

14 家，实际获得补助的单位数量分别为 1 家、10 家、8 家、2

家、0 家、1 家、3 家、4 家，主要集中在科技服务、物流服务

及休闲、商贸服务领域，产业扶持力度不均衡。 

五、相关建议 

（一）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性，合理设置绩效目

标，有效发挥其导向作用 

1.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预算应充分与政策同步，与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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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匹配，要做好前期调研与规划，根据项目储备情况，精

准编制预算。 

2.合理设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在设定绩效目标值时，建议

主管部门务必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参考上年度实际完成情况、

结合当年度预期情况对应的项目实施内容、实施要求、以及投

入的资金量等因素，按照“投入产出”原理，做出科学预测，

根据最大能量设置预期绩效目标，将绩效目标值设定在合理区

间，防止实际完成值过度偏离设定目标值。 

（二）细化配套政策，加强项目管理，保证专项规范运转 

1.政策需细化，制定完整的评审标准。市发改委应在充分了

解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情况后，在资金管理细则、申报指南中

量化与成果和业绩相关的评审标准，后续评审过程中建立该类

项目的考评指标体系，主要将服务中小企业数量、平台营业收

入、服务效果作为重点考核的指标，设置较高的权重，制定考

评标准，保证资金效用发挥到最大化，引导资金向社会效益好

的项目倾斜。 

2.项目执行应严格按政策规定进行，加强项目管理。执行政

策是一项非常严肃和严谨的工作，稍微疏忽都会给政策执行带

来影响，建议部门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按照申报和评审要求

进行组织、操作、管理，对申报条件的符合性重点进行审核，

防止出现超范围补助的情况，对于满足一事一议的项目，应有

书面的项目审核意见并说明理由，形成文件依据便于后期核查。 

（三）加快申报工作进度，提高工作及时性 

2019 年 6 月，部门启动了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扶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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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报工作，对上一年度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进行奖补，经过

半年的申报、评审工作，2019 年 12 月底兑现奖补资金，受疫情

的影响，奖补资金 2020 年一季度才拨付到相关企业，时间跨度

比较长，影响资金使用绩效。建议发改部门尽早开展申报工作，

加快工作进度，让企业尽快拿到补助，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四）加大政策宣传，做好培训工作 

加强政策宣传，做好信息与政策的传达工作，通过区级层

面上报、主管部门推荐、企业自我推荐等多种手段挖掘不同产

业的优质项目。对前期申报材料应增加辅导与培训环节，一方

面可以进一步宣传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规范申报材料，提高

申报材料的合规性、完整性。评审过程中注意做好对申报未入

选企业的意见反馈工作，提高企业后续申报积极性和满意度。 

（五）加强横向部门协作、扩大政策覆盖面，全力扶持服

务业八大领域 

1.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各行业主管部门掌握企业的情况

更详细、更全面，为了提高政策落实的效率，应与行业主管部

门进行有效沟通与协作，比如：金融服务可以由金融办组织扎

口申报项目，奖励政策可以视提供的金融服务贡献而定；文创

服务、休闲服务可以与文广旅游局进行衔接，更好地落实政策。 

2. 制订“接地气”的扶持资金政策。管理部门在制定政策

前，要认真调研，多听取企业和基层的意见，根据产业特点，

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建议对《市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的若干政策意见》作进一步

的修改完善，如：适当降低服务业补贴门槛、根据项目特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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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特性分别制定不同的奖补标准等。 

 

无锡梁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