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本级）

单位

主要职能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大数据、信息化及智慧城市建设等相关发展战略 、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政策措施和评价体系；起草

大数据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 。

（二）组织实施国家和地方大数据、信息化及智慧城市建设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 ；组织拟订全市数据资源采集、使用、管理、开

放等标准规范，并监督实施。

（三）组织实施城市大数据中心和数据共享开放平台的建设管理 ；组织协调全市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源的目录制订 、归集管理

、整理利用、共享开放。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数据资源和电子政务处、数据应用和安全处、数据产业发展处和政策法规

处 。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无锡市大数据中心。

2、我单位本级编制数22人，实有人数24人；下属单位编制数20人，实有事业人员11人，未分流参公人员4人，工勤编制1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4189.25796

财政拨款

小计 14189.25796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4189.2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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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861.04796

项目支出 8000 13328.21

无锡市大数据云计算对标进位长效评估运营管理服务外包项目 （二期） 113 113

数字政府项目 25 205

对上争取工作经费补助 0 4

项目材料整理服务 10 20

无锡市城市运营现代化服务管理中心项目 10100 10101

数聚先锋品牌宣传项目 4.5 9.8

预算绩效管理服务 7.29 17.29

以前年度项目存续合同 1100 1139.25

局存续信息化项目监理费 7.77 7.77

审计服务外包项目 20 41.2

信息化项目标准化咨询管理服务 10 10

数字经济项目 76 1276

全市信息资源目录印刷 0 10

信息化项目评审服务费 20 35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法律服务项目 2 2

无锡市大数据对标进位长效评估运营 28 28

智慧无锡成果展示网页维护更新服务项目 18 18

数字生态项目 100 290.9

中长期目标 落实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要求，聚焦“优政、兴业、惠民”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高水平“数字无锡”。

年度目标

（一）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

（二）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

（三）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

（四）构建城市数字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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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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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执行率 ＝5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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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拟订并组织实施

全市大数据、信

息化及智慧城市

建设等相关发展

战略、发展规划

、年度计划、政

策措施和评价体

系；起草大数据

健全数字生态法律体系 数字生态项目 完成《无锡市数字化转型促进条例

》草案
＝0篇 ＝1篇

提供重大合同的法律咨询服

务

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法

律服务项目
出具“无意见”法律审核意见书 ≤30% ≤30%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十佳解决

方案评审
数字政府项目

征集解决方案 ≥10个 ≥15个

组织路演或评选 ＝0次 ＝1次

推动大数据在政

府治理、社会治

理、产业发展、

技术研发等领域

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培育 数字经济项目 兑付资金金额 ≤0万元 ≤1200万元

经济数字化转型促进 数字经济项目 资金兑付时间 ≤0个月 ≤12个月

指导全市大数据

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组织实施全

市公共数据的安

全保障工作。

<br><br>统筹智

慧城市建设发展

工作，组织协调

全市电子政务建

组织公共数据开发应用大赛 数字政府项目 参赛团队数 ≥600个 ≥600个

开展智慧城市信息化项目绩

效评价
数字政府项目

完成绩效评价信息化项目数 ≥30个 ≥30个

开展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价部门数 ≥0家 ≥5家

信息化项目评审 信息化项目评审服务费
完成信息化项目评审场次 ≥25场 ≥50场

完成评审项目数 ≥50个 ≥100个

负责全市大数据

、信息化领域的
数字化人才培养 数字生态项目 组织CDO参加脱产培训人次 ≥0人次 ≥100人次

完成市委、市政

府交办的其他任

务。<br><br>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建设、管

理运营

无锡市城市运营现代化

服务管理中心项目
项目验收通过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建立健全大数据法律体系 提升 提升

经济效益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 ≥0% ≥1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支撑的影响程

度
较高 较高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城市app公众满意度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