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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主要职责是：主要承担工业和信 

息化运行情况监测、调控，推进工业、信息化、数字经济领域 

固定资产投资及企业技术改造相关工作，牵头现代制造业和信 

息产业招商，负责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工业、材料工业、石化 

工业、消费品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经济、生产性服 

务业等行业的管理，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二、单位基本情况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包括17个处室，同时根据要求设离 

退休干部工作处、机关党委，人员编制数72人，在职人数 69人。

三、单位主要工作任务

2 0 2 3年，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重点任务，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聚焦传统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平稳 

增长，继续发挥工业 “挑大梁 ” “压舱石 ” 作用，进一步提升 

存量、优化增量、扩大总量、提高质量，实现工业持续稳定增 

长。聚焦创新工业，推进产业加快提质增效，锚定数字化主攻 

方向，进一步完善体系、强化基础、拓展应用，提高产业发展 

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聚焦营商环境，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聚焦影 

响企业办事创业痛点堵点难点，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金砖工业，推动基地建设走深向实。聚焦党的建设，提高 

履职尽责能力，努力推动工信系统党建工作上新水平，以党建引 

领工信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 二 部 分 2023年单位预算说明

一 、 2023年单位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单位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

( 一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 0 2 3年收入预算为1 8 8，756. 04 

万元，比2 0 2 2年预算数增加7390.  0 1万元，增长 4. 0 7 % , 具体情

况如下：

1 .财政拨款收入18 8，756. 0 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188, 756. 0 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 0 0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 0 0万元；

2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 0 0万元；

3 . 事业收入0. 0 0万元；

4 .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 0 0万元；

5 . 上级补助收入0 . 0 0万元；

6 .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 0 0万元；

7 .其他收入 0. 0 0万元 ;

8 . 上年结转结佘 0. 0 0万元。

( 二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 0 2 3年支出预算为188, 756. 04 

万元（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比2 0 2 2年预算数增加7390.  01 

万元，增长 4. 0 7 % , 具体情况如下：

1 .基本支出 4, 949. 2 4万元，其中，人员支出4，495. 6 4万元 , 

公用支出453. 6 0万元；

2 . 项目支出1 8 3 , 8 0 6 .  8 0万元 ;

3 . 非财政拨款支出0. 0 0万元。

( 三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 0 2 3年市对区转移支付项目



预算为55, 000. 0 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 0 2 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756. 0 4万 元 （不含市对区 

转移支付项目),比2 0 2 2年预算数增加7390.  Q1万元，增长 4. 07%, 

主要是由于技改奖补、产业对接、产业转型升级、信息化专项 

等预算的增加。支出项目（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 ) 包括：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 ）商贸事务（款 ）行政运行（项 ） 

2, 604. 7 3万元。主要用于各相关下属事业单位日常工作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 ）1 , 8 30 .  7 9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离退 

休支出。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192. 7 5万元。主要 

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 ）186. 0 0万元。主要用于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 

医 疗 （项 ）9 4 . 9 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医疗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公务员医 

疗 补 助 （项 ）40. 0 6万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类 ）能源节约利用（款 ）能源节约利用 

( 项 ）39, 968. 0 0万元。主要用于市级循环节能专项资金、节约 

能源与循环经济、中央节能减排补助等。



8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资源勘探开发（款 ）一 

般行政管理事务（项 ）853. 7 4万元。主要用于工信运行、招商

工作支出。

9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制 造 业 （款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项 ）5，000. 0 0万元。主要用于产业链供应链应

用补助支出。

1 0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制造业（款 ）其他制造 

业支出（项 ）23, 218. 0 0万元。主要用于人才扶持、工业企业稳

增长支出。

1 1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 

理支出（款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项 ）1 0 , 44 0 .  0 0万元。主要用 

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支出。

12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 支 出 （款 ）技术改造支出（项 ）2 , 2 00 .  0 0万元。主要用于省 

级工业企业技改支出。

1 3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类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 支 出 （款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项 ）9 7，403.  06 

万元。主要用于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软件和数字产业、信息化 

专项、金砖专项支出。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 ）商业流通事务（款 ）其他商业 

流通事务支出（项 ）4 , 5 0 0 .  0 0万元。主要用于产业对接相关支

1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 ）重要商品储备（款 ）医药储备 

( 项 ）224. 0 0万元。主要用于重要物资储备相关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 0 2 3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0. 00元 （不含市对区转移支付项 

目），与2 0 2 2年预算数持平。

四、 “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单位2 0 2 3年 “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数为4. 0 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经费 0 . 0 0万元，公 

务接待费4. 0 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 0 0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 一 ）机关运行经费

2 02 3年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 

算1883. 4 7万元，比2 0 2 2年预算增加64. 5 6万元，增长 3. 55%。

( 二 ）政府采购情况

2 0 2 3年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政府釆购预算总额2, 727. 72 

万元，其中：政府釆购货物预算57. 7 2万元，政府釆购工程预算 

0 . 0 0万元，政府釆购服务预算2，67Q. 0 0万元。无此项目的也应 

进行说明。

( 三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 0 2 2年 1 2月 3 1日，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所属各预算 

单位共有车辆1辆，单位价值5 0万以上通用设备0 台 （套 ）， 单 

位价值 1 0 0万以上专用设备0 台 （套 ）。

( 四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 0 2 3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二级项 

目34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 3 7，953. 0 6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0. 0 0万元。



第三部分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包括部门专项、发展经费和基建 

项目。

三、 “三公 ” 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 三公” 经费 , 

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 

国 （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 

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燃料费、维修 

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 

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曰常维修 

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 

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五、其他名词解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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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 ： JrJc

收 入 支 出

项 H 预兑数 项 目 预筇数

-般公共预兑拨款收入 1H«, 756. 01 •般公共服务支出 2，604, 7^

二、政府性補金预筇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fl有资本经营顶17拨款收入 三、_ 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公共安企支出

五、$ 业收入 五、教衔支出

L六、卞业单位经营收入 A 、科学技术支出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ft 4 传媒支出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社会保PA和就业支出 2, 209, 53

九、其他收入 九、社会保险越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34. 97

~i■一、节能环保支出 39, 968. 0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X 业信息等支出 139，1H. 80

十六、商、Ik服务业等支出 4，500. 00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拔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庑保障支出

二十一、裉油物资储备支出 224. 0(1

一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筇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偾务还木支出

二十八、侦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侦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偾安排的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88, 756. 04 本年支出合计 188, 756. 04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188, 756. 04 支出总计 188, 756. (H



附件2

部门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部 门 （单 

位）代码
部 门 （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小计
一股公共预 

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1 9 10 12 13 15 17 18

合计 i 188, 756. 04 188，756.04 188, 756. 04

311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188，756. 04 188, 756. 04 188，756. 04

311001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188, 756. 04 188，756. 04 188，756.04



附件3

部门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 位 ：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利H

台计
哬政拨款 非财政拨敕

科 H 编码 科 y 名称 小计 坫木支出 项 H 支出 小计 c支出 项目支出

介计 188, 756. (M 188, 756.； (M 1, m  2̂ 1 183,806. 8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 604. 73 2,60-1. 73 2% 60-1. 73

20113 商贸市务 2, 601. 73 2, 604. 7.1 2f 60-1. 73

2011301 行政运行 2, 604. 7:1 2, 60̂ 1. 73 2, 6(M. 7:i

208 社会保陴和就业支出 2, 209. 53 2, 209. 53 2, 209.53

20805 行政市 .、lk单位养老支出 2，209. 53 ：i, 209. 5：} 2, 209. 53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 830. 79 1,830. 79 1, S30. 79

2080505 机关事此单位越木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2. 75 192. 75 192. 75

208050H 机关市业单位职_、ik年金缴费支出 186. 00 186. 00 J 86. 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34. 97 134. 97 】IM. 97

21011 行政市业单位民疗 134.97 134.97 1:M.97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9-1.91 94.91 9-1.91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10. 06 40. 06 10. 06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9, 968. 00 39, 968. 00 39，968. 00

21110 能源节约利用 39，968. 00 39, 968. 00 39，968. 00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39, 968. 00 39，968. 00 39, 968.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9，114.80 139，114. 80 139, 1H.8Q

21501 资源勘探开发 853. 7̂1 853. 74 853. 74

2150102 —般行政管理亊务 853. 71 853. 74 853. 74

21502 制造业 28,218. 00 28,218. 00 28,218. 00

215020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 000. 00 5，000.00 5, ooo. oa

2150299 其他制造业支出 23,218.00 23,218. 00 23,218. 00

215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0, 440.00 10, 440. 00 10, 440. 00



21508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0, 440. 00 10^11). IX) 10,彻 . 00

21599 萁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9，603. 06 99, 603.06 99, 603‘ 06

2159904 技术改造支出 2，200. 00 2，200. 00 2，200. 00

21599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7, 403.06 97.-103.06 97,狐  06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 500, 00 4, 500.00 4, 500.00

21602 商业流通事务 4, 500.00 4, 500.00 4,500.00

2160299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4,500.00 4, 500. 00 4,500.0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4.如 224. Q0 224. 00

22205 重耍商品储备 224- 00 224. 00 224. 00

2220508 医药储备 224. GCI 22-1. 0(i 224.00



附件4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M 顶兑数 项目 预筇数

_ •、本年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筇拨款 188，756. 04 ( - ) •般公共服务支出 2, 604. 73

(二）政府性越金预1?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旮预兑拨款 (三）围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 - - ) -般公共预筇拨款 (五)教打支出

(二）政府性裡金预筇拨款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ST-拨款 (七)文化旅游体宵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陣和就业支出 2，209. 53

(九)社会保险猫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134. 97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39，968. 00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9，114.80

(十六) 商、Ik服务业等支出 4,500. 00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陴支出

(二十一)掖油物资储备支 224. 00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窖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愤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偾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侦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偾安排的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入总计 188, 756. 0̂1 支出总计 188，75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附件5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 H 名称 合计
批木支出

项 !■!支出
小计 人员经赀 公用支出

合计 : 188, 756. 0-1 1, 19n.64 15：i. 60 183, 806.8CI

201 --般公共服务支出 2, 73 2，60-1.73 2. JnL H ^153.60

20113 商贸事务 2.叫  73 2.亂  73 2，151. 13 60

2011301 行政运行 ' 2, 60-1. 7：i 2,604, 73 2, 151.13 '153*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 209. 53 2, 209. 53 2. 209. 53

20805 行政带业单位养老支出 2，209. 53 2, 209. 53 2% 209.5：5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830. 79 1，830. 79 1. 830. 79

2080505 机关布业单位毡本养老保险激费支出 192. 7i3 192. 7ci 192.7i?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 H. oa 186. 00 J86. 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34.97 134.97 13-1.97

21011 行政茁业单位医疗 134.9? 13-1.97 134. 97

2101101 行政单位医疗 9,1. 91 94.91 9-1.91

2101103 公务员医疗补助 •lo. oej 40. 06 40. 06

211 节能环保支出 39, 968. 00 39, 968.00

21110 能源节约利用 39, 968. 00 39，968. 00

2111001 能源节约利用 39, 968. 00 39, 968. 00

21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9, 1H. 80 139, 114.80

21501 资源勘探开发 853. 71 853.74

215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853. 853.74

21502 制造业 28,218. 00 28,218. 00

215020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 000. 00 5, 000. 00

2150299 其他制造业支出 23,218. 00 23,218. 00



21508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 10, 440. 00 10, 440. 00

2150805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10, 440. 00 10, 440. 00

215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9, 603. 06 99, 603. 06

2159904 技术改造支出 2, 200. 00 2, 200. 00

21599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97, 403. 06 97, 403. 06

216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 500. 00 4，500. 00

21602 商业流通事务 4, 500. 00 4，500. 00

2160299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4, 500. 00 4, 500. 00

222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4.00 224.00

22205 重要商品储备 224.00 224.00

2220508 医药储备 224. 00 224. 00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细化至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附件6

单位：乃元

部门预釕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木 '十:一般公共预兑祯木支出

科目编码 科罔名称 合计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合计： •1.919. 24 •1, <195.64 453.6U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41.75 2. 611. 73

30101 雄本工资 379. 09 379. 09

30102 津贴补贴 778. 99 778. 99

30103 奖金 673.59 673. ô li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趟本养老保险缴费 ]92. 75 192.73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186.00 186. 00

30110 职工埜本医疗保险缴费 82.91 82.91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40. 0Q 40.06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01 3 .0】丨

30113 住房公积金 251.25 251.2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54. 10 5个 1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38.60 438.60

30201 办公费 45. 00 45. 0CI

30202 印刷费 6. 00 6.00

30207 邮电费 16. 0CI 16. 00

30211 差旅费 20. 00 20. 00

30213 维 修 （护）费 8. 0CI 8. 0C)

30215 会议费 1.00 l.oa

30216 培训费 1.00 1.00

30217 公务接待费 1.00 1.0CI

30226 劳务费 128. 28 128. 28



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附件7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4. 05 4. 05



30227 委托业务费 15. 00 15. 00

30228 工会经费 56. 75 56. 75

!30229 福利费 12. 10 12. 1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89. 83 89. 83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8. 64 38. 64

1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853.89 1, 853. 89

130301 离休费 66. 11 66. 11

丨30305 生活补助 14. 40 14.40

丨30307 医疗费补助 12.00 12.00

1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61.37 1, 761.37

,310 资本性支出 15. 00 15. 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罝 15. 00 15. 00



附件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市对区转移支付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附件9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资金性质 转移支付类型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预算数

合计： 55, 000.00

311001 匾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159999 其他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般公共预算资金 专项转移支付 技改专项（对区转移支付） 55,000. 00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中央节能减排补助 实施期限 跨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厘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符合耍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广

年度目标 支持符合要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广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8, 008. (M.I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8, 008.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符合耍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排广

资金投入计划 一季攻投入62&42万元。二季度投入13808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fi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有运K 里程耍求车辆满足耍求比例 等于 100 %

车辆纳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比例 等于 100 %

2022年度国内新能源客车排广位（台） 等于 10800 台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产业低碳化同比 等于 20 %

节能减排效果同比 筠于 10 %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实施期限 跨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 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 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高质量发展。

年度目标 支持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高质量发展*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20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 200.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高质量发展.

资金投入计划 上半年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ft单位

产出指标 数ft指标

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家数 大于等于 10 家

第二批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对口服务平台 大于等于 3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服务企业家次 大于等于 10 次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

项目名称 产业活动赛事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坡门 lU X 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斑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1.现代制造业和佶息产业招商引资H 标任务U

2成功举办人工枒能大赛、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大数据赛边、中同行能产业砧峰论坛等活动。 

3，成功举办金砖同际活动莸取。

年度目标

I-现代制造业和倍息产业招商引资H 标任务u

2成功举办人」:柯能大赛、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火数据赛迈、中国朽能产业高峰论坛等活动• 

3 .成功举办金砖国际活动赛事。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 76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 76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主耍用于金砖国际活动赛帘、现代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引资项目前期咨询评估，以及人工智能、数字中同、中国智能产业高峰论坛等活动赛事。

资金投入计划

1 .人工衧能大赛：按照四部委的工作进度，顶计：四季度300万元

2 .现代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引资项H 前則咨询评估：第一季度：方案策划并实施委托；第二季度：拨付资金一定比例资金；第四季度：完成资金拨 

付。

3• 金砖国际活动赛事：第三季度900万元。

3■数字中同创新火赛：依据2021数字中围创新大赛赛程活动大体安排，预计：二季度100万元，三季度丨00万元 

■1-中国朽能产业高峰论坛：按照活动」:作安排，预计：一季度1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人工智能领域的赛题数 等于 7 个

数字中国大数据领域的赛题数 等于 3 个

中国智能产业岛峰论坛专题论坛场次 等于 10 场次

对接国外机构数贷 等于 4 个

质量指标

策划生成招商项目数 等于 40 个

跟踪推进苘能级项目数 等于 3 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金砖展会成交总额 大于等丁- 1 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人工智能大赛参蓰队伍数 等于 230 支



附件10

(2023 年）

项目名称 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创新示范企业奖励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埂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暖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资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

年度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贵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 5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500.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2021年度新认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补差400万元，总计400万元。

2. 2021年度新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5家，每家补差400万元，合计2000万元。

3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2家，已获得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JS点实验室等补助的，其余补差合计120万元。述筑类省级企业技术中心6家， 

每家奖励100万元，合计600万元。共计720万元《

4. 2021年度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优良奖励每家30万元，共30家，合计900万元。

5 .全国质泣标杆3家，每家奖励80万元，合计240万元。

6. 2021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审工作：每家企业的审计核查费用5000元，每年申报企业数约40家，合计约20万元。

7 .企业技术中心体系评估（厦门市创新体系建设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调研），合计2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笫一季度0 第二季度4300万元第三季度0 第四季度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数位 等于 1 个

11家企业技术中心数位 等于 n 个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数贷 等于 22 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等于 有所提升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等于 有所促进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项目名称 倍息化项目评审采购服务 实施期限 跨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阑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委托开展财政性投资信息化项目评审

年度目标 委托开展财政性投资倍息化项目评审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M. 1̂0 万元 其中：財政拨款数 14.4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财政性投资信息化项H 项 3 评审的专家费支出及管理服务费支出。

资金投入计划 根据评审进度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评审数51 大于等于 300 个

项目评审批次 大于等于 20 批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评审效率 有所提商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创 评 “千兆城市”奖补 实施期限 一次性项S

实施单位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M 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成功创评 “千兆城市”

年度目标 成功创评 “千兆城市”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 68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 680. 0CI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全市达成千兆城市发展目标后对奖补资金进行核算，待成功获评 “ 千兆城市” 后财政资金予以正式兑现。奖补分配比例按达标当月各运营商企业  ̂

在全市500M及以上用户份额占比执行。

资金投入计划 “千兆城市”获评时间一次性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新发展500Mbps及以上用户数位 大于等于 ' 36.8 万户

500Mbps及以上用户占比 大于等于 25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双千兆”应用创新数位 等于 15 个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增产增效项S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H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佶息化局 主管部门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I .降低工业企业购买原材料融资成本；2 .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3 .促进企业产值增长；彳. 鼓励高成长企业加快发展；5.鼓励龙头企业上台阶

年度目标 1.降低工业企业购买原材料融资成本；2 .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3 .促进企业产值增长；4 .鼓励高成长企业加快发展；5.鼓励龙头企业上台阶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1,90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1，9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主要用于：1.增产增效项目（购买原材料流动贷款贴息、鼓励企业多接订单项目、原材料套期保值手续费补助）；2 .促生产稳增长（鼓励高成长 

企业加快发展项目、鼓励企业成长项目）。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第二季度8500,第三季度0 , 笫四季度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忠及企业数 等于 400 家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工业民营企业鼪资成本 等于 2000 万元

降低工业民营企业经营成本 等于 2500 万元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工业企业技改专项 实施期限 跨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崎土及关联产品生产应用奖励

年度目标 支持稀土及关联产品生产应用奖励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 200. («)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 200.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支持稀土及关联产品生产应用奖励

资金投入计划 一季度0万元，二季度0万元，三季度2200万元，四季度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t指标 惠及企业数苡 等于 4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稀土及关联产品产值 等于 3 亿元

企业研发占比 等于 4 %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

项目名称 工业设计 实施期限 p 定性项S

实施单位 厘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贲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t

年度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责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48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48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对经认定为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的，按 照 “ 晋级补差” 的原则分别给予20万元、50万元和200万元的补助^

2. 2022年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展，展门展馆布展18万元，从2018年起工信部每年举办一次工业设计展，按要求特装厦门工业设计展馆，统一展示 •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 第二季度0 第三季度778第四季度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国家、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数位 大于等于 10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培育市级工业设计研宄院数贷 等于 1 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 企业满总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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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市级医药储备费用补贴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 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J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储备市级疫情防控医药物资，保陣临床治疗和社会应急物资供应。

年度目标 储^^市级疫情防控医药物资，保陴临床治疗和社会应急物资供应•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24.如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24.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委托国药控股进行市级疫怙防控物资储备，根据储备企业上报的过期未使用等医药物资损耗位计算，每年损耗及管理费用约12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四季度拨付V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药储备惠及人数 大于等于 400 万人

医药储备规校 等于 850 万元

防治禽流感专项物资储备 等于 200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医药企业储备成本 大于等于 110 万元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策影响期限 等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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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市级新能源汽车推广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年度目标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0, 0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0，0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按季哫兑付新能源汽车购车补助，对2019年6月25日前 （含）购买的一手新能源汽车按照中央财政同期补助标准的50%给予地方财政补贴•补贴受 

益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购罝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按照扣除中央及我市补助后的价款支付.

资金投入计划 一季度3000万元、二季度3500万元、三季度2500万元、四季度10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惠及企业数S 等于 9 家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截至2022年底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 大于等于 52000 辆

生态效益指标 新推广纯电动新能源车占比 大于等于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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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幵拓国内市场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厘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腹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年度目标 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 74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_ 74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展会补助：拟安排25个展会项目，每个展会封顶100万元，合计2500万元；

2 .对接会补助：拟安排10场对接会，每场封顶8万元，合计80万元；

3 .支持典型产品示范应用推广项目：拟安排3个项目，每个项目封顶100万元，合计300万元。

4 .根据省工信厅耍求，举办线上活动项目：拟安排1个项目，合计100万元。

根据整体资金规校进行同比例压缩。

资金投入计划 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每个项目完成后进行资金兑现，将于笫四季度完成全部支出。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标值 计fi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展会、对接会数位 大于等于 15 个

惠及企业数 大于等于 300 家次

参展面积 大于等于 10000 平方米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展会成交总额 大于等于 10 亿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符合申报的企业满意度 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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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

项目名称 待安排及支付往年资金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推进全市电子政务工作，推动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公共信息资源综合管理和开发利用等，做好信息化资金和管理.

年度目标 推进全市电子政务工作，推动政务倌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公共信息资源综合管理和开发利用等，做好信息化资金和管理.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5, 465. 5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5，465. 56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W22年年屮新增信息化项目及各部门已立项信息化项目余款

资金投入计划 根据项目申报及评审情况确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t指标

软件平台提升改造数 等于 60 个

i厦门平台用户数 等于 750 万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m 门平台访问位 等于 900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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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年度目标 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9, 24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9，240.0Q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主耍用于专精特新小巨人奖励、厦门市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给予银行贷款贴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建设项目、中小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项目、中小企业政务服务等项目。

资金投入计划 根据项目申报及评审情况确定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置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大于等于 20 家

培 育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位 大于等于 100 家

贷款贴息扶持企业家数 大于等于 120 家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謠地认定数（含国家、省 

市级）
大于等于 5 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中小企业家次 等于 6000 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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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项目名称 技改专项（对区转移支付）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R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企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对企业技改项目实施补助，同时对较上一年度背收增长的规校以上工业企业完工投产的技改项目实施奖励。

年度目标 支持企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对企业技改项目实施补助，同时对较上-•年度诗收增长的规校以上X 业企业完工投产的技改项目实施奖励4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55,000.00 万元 其中• .财政拨款数 55, 0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技改补助：思明区1747万、湖里区2仍5万元、海沧区4534万元 • 集美工区彳167万元、同安区3727万元、翔安区2687万元、火炬高新区5458万 

元，小计：24785万元B

2 .技改奖励：思明区500万元、湖里区600万元、海沧区1900万元• 集美区1400万元、同安区1000万元、翔安区400万元、火炬商新区4500万元，小 

计: : 10300万元。 （主耍用于政策衔接及“三商企业”）

3-货梯补助：20家*35万/ 家，小计 : 700万元。

命计3fi785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万元，第二季度0万元，第三季度35785万元，笫四季度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S 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技改补助惠及企业数贷 大于等于 200 家

货梯补助思及企业数位 大于等于 20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技改补助带动技改设备投资 大于等于 15 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等于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趿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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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技改奖补和技改服务基金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增资扩产。

年度目标 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增资扩产。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3，6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3, 600. 0CI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技改服务基金首期规校30亿元，企业向技改服务基金融资支付的利息费用为2%/年，财政贴息支出为1.6%/年，1-6月已批复资金20. 66亿，2022年 

按提款20亿元计算，200000*1. 6%/年-3200万元/ 年。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800万元、第二季度800万元、第三季度800万元、第四季度8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置指标 甚金带动固定资产投资数 大于等于 30 亿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企业申请贷款年度响应率 大于等于 60 %

中小微企业申请贷款年度响应率 大于等于 50 %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增资扩产积极性 等于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怠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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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

项目名称 数字化转型（含企业上云）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11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通过支持企业上云，推动数字化转型

年度目标 通过支持企业上云，推动数字化转型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0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00. 0C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支押企业上云。按照企业上云费用的30%给予补贴。预计200家，300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 第二季度0 第三季度3000万元第四季度0万元

绩效指标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惠及企业数位 等于 200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数字化转型投入 等于 1 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生产效率 等于 |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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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智能制造首台（套）专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後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促进提升机械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加快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年度目标 促进提升机械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加快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 0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000,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促进我市企业加大蜇大技术装备研发力度，提升机械装备制造业犮展水平，加快我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资金投入计划 第二季度兑现2000万元，第三季度兑现1000万元。

绩效指标

!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列 入 《福建省往台（套）ffi大技术装备认定名单 

》数泣
等于 3 台 （套）

兑现苜台（套）补助的数位 等于 2 台 （套）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首 台 （轾）装备实现销锃数S 等于 2 台 (袞 )

社会效益指标 申报省级首台（套）数位 等于 5 台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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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服务型制造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贵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

年度目标 承担指导、协调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有关工作。负贵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相关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2021年度新认定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4家，每家100万元，总计400万元• 

2021年度新认定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4家，每家50万元，总计20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 第二季度300万元第三季度0 第四季度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置指标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培育企业数 等于 3 个

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项目）数 等于 3 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服务制造能力 等于 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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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电力外线工程项目 实施期限 ff泛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服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甩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_ 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年度目标 _ 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 000.啪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ooo. on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0千伏及以上商压供电用户非片区（园区）电力外线工程，由市区按财政分成体制分担投资，用户不再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费用。电力外线工程 

包括电源接入点至用户配电室进线柜所涉及管线的土建建设和电气部分（含电缆、电杆等电力设施设备）。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1800万元，第二季度0万元，第三季度3500万元，第四季度0万元 .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用户电力外线工程项目惠及企业数蛩 大于等于 30 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用户电力外线工程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大于等于 1000 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用电申请响应率 等于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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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节约能源与循环经济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骏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负贵全市节能监督管理，负贵组织拟订并协调实施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沽洁生产、绿色制造的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节能目标资任评价考核和重点用能单位监怪管理。

年度目标 负贵全市节能监督管理，负贵组织拟订并协调实施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沽洁生产、绿色制造的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节能目标贵任评价考核和重点用能单位监笆管理6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96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 96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卞耍用于：1.节能项目奖励/补 助 （节能改造工程项目、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能源审计、节能诊断）；2.绿色制造和揠 

环经济的奖励和朴助（循环经济项目补助、省级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奖励、绿色制造项目奖励）3 .项目管理（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建设运维、能源消 

吒与动力蓄电池回收相关课题研宂、项目征集）等内容。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 第二季度0 第三季度1960万元第四季度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 *单位

产出指标 数ft指标

节能宣讲会场均人次 等于 60 人

绿色制造项目（国家级、省级）数位 等于 10 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开展节能诊断企业数 等于 10 家次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规划与产业研宂 实施期限 圉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编制金砖国家数字制造犮展指数报告、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指数报告，并择机发布，

年度目标 编制金砖国家数字制造发展指数报告、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犮展指数报告，并择机发布。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8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8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指数报告、数字制造发展指数报告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0 第二季度126第三季度0 笫四季度54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编制金砖国家工业互联网发展指数报告 等于 1 个

编制金砖国家数字制造犮展指数报告 等于 1 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11门产业结构 促进优化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

项目名称 软件信息和动漫产业专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年度目标 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9, 54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9，54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 、2021年己完成审核，待2022年支付

K 新媒体运营奖励、游戏运营奖励、标准补贴等6项政策己完成审核、公示、局务会研宄决定 . 拟兑现2404.65万元；

2、厦门国际动漫节、中国动漫产业年会300万元r 该项经费己经市政府研宄同意待拨付。

3、工业软件产品奖励、平台补贴等2项政策己于11月底完成初审，预计需747. 35万元。

4、2021年数字经济政策己基本完成初审，预计需3200万元。

」二述•丨项小计6柿2万元.

二、2022年-需支付亊项

5、2022海峡两岸信息化论坛补助：18万元；

6 、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研宂报告发布会：30万元；

7、厦门国际动漫节、中国动漫产业年会300万元 

上述3项小计348万元。

总计700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季度0万元，二季度0万元，三季度70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恶及企业家数 等于 150
家

惠及人才数 等于 600 人

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前百家企业数量 等于 4 家

国家级优秀软件类案例 等于 5 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软件业营收增长率 大于等于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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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

项目名称 重点人才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匾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根据市委组织部等相关文件，兑现相关人才奖补。

年度目标 根据市委组织部等相关文件，兑现相关人才奖补•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7, 318. 00 万元 其中：財政拨款数 7, 318.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主耍用于茁点人才服务三高企业个税奖励、 “双百计划” 领军人才创办企业业务收入奖励、市重点发展产业专业技术人才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 

分奖励。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8450万元执行完成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萤指标

惠及企业数m- 等于 140 家

惠及企业人才 等于 500 人

覆盖行业数贷 等于 4 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才留存数 等于 500 人



附件10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度烟公司专项奖励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匣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对厦门烟草工业有限贵任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贵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年度目标 对度门烟草工业有限贲任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贵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 0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0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对厘门烟草工业有限贵任公司年度生产经营贵任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最高奖励1000万元。

资金投入计划 第四季度10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质a 指标

金桥产品销售贷 大于等于 50 %

烟厂安全生产达标率 大于等于 100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烟厂利税（亿元）增幅 大于等于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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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

项目名称 制造业单项冠军 实施期限 周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泼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负贵组织实施市重点发展、新兴产业的培宵工作。

年度目标 负贵组织实施市重点犮展、新兴产业的培育工作D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 0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 000. 0G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对评为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产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给予一次性奖励。

资金投入计划 第二季度支付400万元

绩效指标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国家级单项冠军申报数 大于等于 10
家

国家级单项冠莩推荐数设 大于等于 5 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申报企业无环保违法率 等于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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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 年）

项目名称 金砖合作项目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1.支持部属单位运营在JI分支机构及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创新基地赋能平台•

2 .支持中俄数字经济研宂中心开展项目研宂。

年度目标
1.支持部属单位运营在度分支机构及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创新基地赋能平台。

2.支持中俄数字经济研宄中心开展项目研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4, 3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4, 300. 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主要用于支持工信部4家部屈单位II门分支机构相关项目资金、中俄数字经济研宄中心项目经费•

资金投入计划
1.支持來度设立分支机构并建设赋能金砖创新蕋地平台的工信部部属单位：笫一季度0 第二季度2500万元笫三季度0 第四季度1800万元 

2• 支持中俄数字经济研宄中心幵展项目研宂：第一季度1250万元第二季度 1250万元笫三季度 1250笫四季度125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星火•链网上链数据 大于等于 3000 万条

组织标准或知识产权培训活动 等于 场

中俄项目在厦门举办国际商端学术及产业活动 大于等于 2 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训活动覆盖人员 大于等于 1500 人

获得国际国内主流媒体报道次数 大于等于 30 次

网站与社交媒体浏览迓 大于等于 1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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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

项目名称 集成电路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II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管部门 埂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总目标 闬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推动产业发展。

年度目标 用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推动产业发展.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6, 000. 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6, 000. 0CI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1.人才支持政策：集成电路商端人才引进补助、相关紧缺专业毕业生生活补助；

2 .科研支持政策：流片补助、IP购买、第三方1C设计平台使用补助；

3.成长激励政策：采购木地生产芯片模组补助、产业园区租金补贴、集成电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补助、集成电路企业增产奖励*

4 .其他：重大科技奖项、企业购买设计工具支持、封装测试等补助。

资金投入计划 —季度0艿元；二季度8300万元；三季度0万元；四季度800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fi指标

惠及企业数S 等于 50 家次

患及人才数位 等于 300 人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产业产值 等于 28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