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兴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宜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级）

单位

主要职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无锡市委、宜
兴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

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江苏省和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政策法规和规划，拟订全市人力资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局办公室、法规科、财务科、人才科、就业科、劳动关系科、事业
科、专技科、工资科、养老保险科、人事科，工伤科,调解仲裁管理科共13个科室。下属单位包括市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宜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核定行政编制35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13236.35

财政拨款

小计 113236.35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132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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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5210.31

项目支出 60000 108026.04

就业创业 4000 9815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机房专项电费 26 52.7

社保经办专项经费 45 84.8

网络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费 250 434

创业担保贷款利息 30 60

准备期职业年金虚账分五年做实 8450 16897

全民参保登记专项经费 15 30

企业退休人员体检费 400 825.44

事改企单位人员丧葬抚恤费及供养费 100 20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1040 22080

工作站经费 90 195

社保资料邮寄费 9 18

行政退休干部活动经费 50 50

物业管理费 25 50

企业退休人员管理经费 30 60.8

养老金补差 27000 54000

劳动监察及欠薪办经费 45 66

职称评审费及工伤鉴定费 12 22

享受事业待遇退休人员交通提租补贴 37 73

公务员事业招考费 30 31.5

破、停、特困企业职工解困金 80 160

老农保退休金 1300 2500

人力资源市场宣传招聘费 40 75.2

人寿保险公司工作经费（手续费） 105 210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零星维修 10 17.8

大宗印刷费 10 17.8

党报党刊征订补贴 0

中长期目标

目标1:全面推进社会充分就业和大众创业，确保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目标2：突出民生改善，努力提升社会保障整体水平

目标3：优化服务环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目标4：紧持依法行政，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年度目标

目标1:坚持扩容量与保重点并举，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一是完善就业政策。确保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5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二是夯实就业服务。三是扶持自主创业。加强创业载体建设，举办“

创响陶都”等竞赛活动，积极挖掘优秀创业项目，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 
全年支持自主创业4000人，创业带动就业14000人，创业培训1500人，开发青年就业见习岗位2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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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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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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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全市就业、
失业和相关社会

坚持扩容量与保
重点并举，千方

就业创业 城镇失业登记率 ≤3% ≤3%

统筹推进覆盖全
市城乡的多层次

坚持补短板与提
标准并重，健全

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0% ＝90%

负责全市就业、
失业和相关社会

坚持扩容量与保
重点并举，千方

创业担保贷款利
息

创业培训人数 ≥750人 ≥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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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就业人数 ＝7500人 ＝15000人

经济效益



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