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金普新区外贸进出口统计分析管理系统维护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5

  其中：财政拨款 5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深入精准研究我区外贸进出口数据，更好的服务于领导决策和指导企

业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维护更新企业进出
口数据库信息

》12次

质量指标 合规性 100%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正常运转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招商引资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1.1 2022.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385

  其中：财政拨款 385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根据城市定位、功能区划、产业布局，展开全方位招商活动。完成签约项目50个、
落地项目35个；开展招商活动100次，进行招商宣传推介30次，完成内资招商任务
352亿元，完成外资招商任务3.85亿美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签约项目 ≥ 50个

落地项目 ≥ 35个

招商活动 ≥ 100次/年

宣传推介 ≥ 30次

质量指标
完成内资招商任务 ≥ 352亿元

完成外资招商任务 ≥ 3.85亿美元

时效指标

年度目标预计实现程度 ≥ 90%

年度内资招商任务完成率 = 100%

年度外资招商任务完成率 =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新区内资投入比2021年度提
高

≥ 10%

新区外资投入比2021年度提
高

≥ 28%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金普新区知名度，拓宽

招商渠道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金普新区招商引资水平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服务对象满意度 ≥ 93%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老干部活动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28

  其中：财政拨款 28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离休、副处以上退休干部140人，每人2000元共28万元。按要求以实物
形式发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品发放到每个老干
部

140人

质量指标 是否发放到人 140人

时效指标 两节之前 按时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任务全部完成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从文件下达之日起执行 每年都落实完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干部是否都满意 100%满意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中国国际数字和软件服务交易会展位设计搭建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96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6万元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2022年，按照数交会相关工作部署，组织参加中国国际数字和软件服
务交易会展位设计搭建，在数交会组委会指定位置完成金普新区特装
展位的设计，搭建，组织大于等于10家企业参加博览会，对新区整体
形象进行宣传推广，为区内重点数字企业搭建推介平台，助力企业发
展壮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装展位 1个

参展企业 ≥10

企业介绍 ≥10

实物展示 ≥6件

质量指标

特装展位 1个

参展企业 ≥8

企业介绍 ≥8

实物展示 ≥5件

时效指标 年度目标预计实现程度 100%

成本指标
从设计、搭建材料等方面
控制场馆特装费用

≤96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观众对新区的关注度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习其他参展单位的布展
特色

开拓布展思路和视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服务对象满意度 ≥93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展位设计搭建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90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90万元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2022年，按照大连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组织参加大连国际工业博览
会，在工博会组委会指定位置完成金普新区特装展位的设计，搭建，
组织大于等于30家企业参加博览会，展示金普新区发展成就，宣传新
区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装展位 1个

参展企业 ≥30

企业介绍 ≥30

实物展示 ≥25件

质量指标

特装展位 1个

参展企业 ≥25

企业介绍 ≥25

实物展示 ≥20件

时效指标 年度目标预计实现程度 100%

成本指标
从设计、搭建材料等方面控
制场馆特装费用

≤90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展现金普新区在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招商
引资等方面的建设成果。

展示金普新区成就、重点
产业、招商政策、营商环
境等情况，宣传金普新区
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良
好的社会形象。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展现金普新区的优质营商环
境

吸引更多投资合作

学习其他参展单位的布展特
色

开拓布展思路和视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服务对象满意度 ≥93



区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2022年扶持政策兑现工作中介审计费

主管部门 大连金普新区商务局 实施单位 大连金普新区商务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1.1 2022.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0万

其中:财政拨款 40万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符合兑现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履约情况、兑现条件、扶持

金额进行专项审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正常运转率 正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表样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驻韩国办事处经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驻韩国办事处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70

  其中：财政拨款 70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做好新区及大连市对韩国的宣传和访韩团组的接待工作，加强对韩国的经贸交
流，促进项目合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展会、博览会、论坛等 15次

数量指标 建立联系企业 120家

数量指标 在网络等媒介上做宣传 2次

数量指标 接待访韩团组 根据市、区出访计划

质量指标 了解企业信息，掌握产业动态 信息反馈

质量指标 拓宽交流渠道 收集项目信息

质量指标 对外宣传 扩大影响

质量指标 协助安排，陪同走访 周到细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韩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提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区在韩知名度 上升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老干部走访、慰问经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15

  其中：财政拨款 15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全局科级以下退休干部129人，用于重阳节及春节走访、慰问经费共计
15万元，以实物形式发放到个人。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品发放到每个老干部 129人

质量指标 是否发放到人 129人

时效指标 两节之前 按时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任务全部完成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从文件下达之日起执行 每年都落实完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干部是否都满意 100%满意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事转企离休干部活动经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0.6

  其中：财政拨款 0.6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本局管理的事业转企业离休干部共3人，每人每年2000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慰问品发放到每个老干
部

3人

质量指标 是否发放到人 3人

时效指标 两节之前 按时或提前完成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任务全部完成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从文件下达之日起执行 每年都落实完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干部是否都满意 100%满意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大连金普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主管部门 商务局（贸促会） 实施单位 金普新区外企协会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40

  其中：财政拨款 40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以企业代表组织身份做好劳动关系协商三方机制工作，开展公益培训、交流合
作、会刊编发等企业服务工作，做好政企交流及配合新区政府为企业减负，打造
新区最优营商环境工作。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继续维护金普新区构建和谐劳动工
业园区成果，持续打造《金普企望》作为新区信息服务的工作品牌，不断提高企
业家管理水平、推荐企业参与各类评选申报，解决企业维权减负的实际问题，为
金普新区创造更好的企业经营环境，致力于组织开展新区标准化工作，协助企业
建立并提升标准，鼓励企业创新。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举行活动次数 ≥10次

数量指标 发行中外文会刊期数 ≥14期

数量指标 用人单位集体合同指导 ≥50家

数量指标 组织指导企业评选申报活动 ≥3项

数量指标 协助政府调研企业执行率 =100%

数量指标 开展标准化建设宣传覆盖企业 ≥100家

质量指标 参与活动企业人数 ≥50人/次

质量指标 中文会刊每期发行 ≥1200份

质量指标 日英文会刊每期发行 ≥500份

质量指标 会刊每期投放覆盖企业数量 ≥800家

质量指标 确保企业评选入选率 ≥95%

质量指标 调研覆盖企业 ≥1000家

质量指标 团标参与企业满意度 ≥9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带动持续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标 构建和谐园区 巩固发展建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大连经开区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之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119.08

  其中：财政拨款 119.08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年度结转的剩余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之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专项资金
应有119.08万元，计划于2022年使用完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139.015万元使用完毕 年底前使用完毕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2年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大连经开区区域影
响力，提高经开区吸引
外资水平，促进经济发
展

大连经开区区域影
响力提升，经开区
吸引外资水平提
高，经济发展水平

上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9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8

  其中：财政拨款 8

        其他资金

年度目标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年缴纳中国开发区协会会费8万元，协会为会员
单位提供研究咨询、交流培训、投资促进等服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全
年《中国开发区》杂志

12期

质量指标
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宣
传、交流、培训、研究
咨询等服务

提供优质相关服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投
资促进服务

对开发区投资促进起
到推动作用

社会效益指标
扩大大连经开区区域影
响力

影响力扩大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对协会服务是否满意 ≥9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对口支援湖北昭君镇援助资金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55

  其中：财政拨款 55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及时拨付年度财政无偿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地区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拨款金额 ≤100%

质量指标 拨款次数 一次性拨付

时效指标 款项拨付及时性
大连市规定截止日期

前拨付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 ≤100%

社会效益指标
用于结对地区发展的比
例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项目
民生或建设类等支持
当地方发展的项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援地满意度 10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对口支援朝阳县援助资金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110

  其中：财政拨款 110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及时拨付年度财政无偿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地区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拨款金额 ≤100%

质量指标 拨款次数 一次性拨付

时效指标 款项拨付及时性
大连市规定截止日期

前拨付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 ≤100%

社会效益指标
用于结对地区发展的比
例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项目
民生或建设类等支持
当地方发展的项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援地满意度 10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2名劳务派遣（境外来连管控工作）人员劳务费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0101 2022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13.22

  其中：财政拨款 13.22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按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完成新区境外来连人员管控相关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日上报新区入境人员

信息表
每日一次

质量指标 合规性 100%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正常运转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区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2022年英特尔项目律师费

主管部门 大连金普新区商务局 实施单位 大连金普新区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1.1 2022.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50万

其中:财政拨款 50万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为英特尔项目及其并购项目提供法律分析意见、参与项目谈判、起草法律文
件、参加相关会议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合规性 合规

时效指标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正常运转率 正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年）

项目名称 2020年度第二阶段外商投资重点产业扶持资金

主管部门 商务局 实施单位 商务局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2 2022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预算  1,154.68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  1,154.68万元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通过资金扶持，吸引更多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企业落户并推进已有企业
增资扩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重点产业企业个数 ≥21个

质量指标

资金拨付合规比例 100%

资金管理规范性 规范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截至时间 12月前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获支持企业实际利用外
资额

≥5000万美元

经济效益指标 获支持企业营业收入 ≥50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稳定外资基本盘 外资基本盘稳定

可持续影响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支持企业满意率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