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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投促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评价年度：2018 年）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根据“三定”方案，区投促局内设４个科室：综合科、管理

管理科、投资营销科、投资服务科。

（二）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利用外资及投促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规章；拟订全区投促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地方

性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2.牵头加强全区投促工作，牵头落实鼓励引进内外资、重大

项目、知名企业等扶持政策；承担跟踪重大投促项目、规范招商

引资秩序、督促项目落实的责任。

3.负责对全区重大投促项目评审、准入和选址，配合上级投

促行政主管部门开展重大项目的有序流转；负责上级投促行政主

管部门统筹协调的项目在注册后的相关投促工作。

4.负责全区投促环境营销，包装和推介全区重点区域、重点

产业、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及组织全区重大投促活动；负责组织开

展与大企业、大集团和境内外知名机构的投促战略合作；负责落

实区域合作中的招商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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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境内外招商引资项目信息收集、筛选、提供、使用情

况跟踪；负责全区招商引资信息及工作动态的收集、通报和报送

工作；负责招商引资网络建设。

6.负责为外商投促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7.负责研究全区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及国内外同类产业投促

政策，研究各地投促发展趋势，向区政府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8.负责全区招商引资工作统筹协调；负责建立全区投促的综

合评价体系，拟订全区投促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并组织实施。

9.指导区级产业功能区、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和各街道投促

中心招商引资工作，指导其投促队伍建设并负责人员培训工作。

（三）人员概况

2018年财政拨款人员 21人，与 2017财政拨款 23人相比，

减少 2人，主要原因为：有 2人退休。

（四）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及重点工作。

1.目标任务工作进度顺利完成

一是实际到位内资。2018 年 1—12 月，全区实际到位内资

391.38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03.54%，完成进度排名五城区第

二、全市第二。

二是利用外资实际到位。2018 年 1—12 月全区利用外资实

际到位 12.2401 亿美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02.60%，完成进度排

名五城区第二、全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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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2018 年 1—12 月，全区新签约

引进重大项目 27 个，完成目标任务 103.85%，完成进度排名五

城区第四、全市第十三。主导产业占比达 96.3%，注册率达 96.3%，

“153”项目全年完成 30-50 亿元 5 个。

四是区领导班子赴外开展投资促进活动。2018 年 1—12 月，

完成区领导班子率队赴外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25 次，完成目标任

务的208%。其中党委主要领导率队赴外开展投资促进活动13次，

区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外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13 次，完成进度排

名五城区第五、全市第六。

2.项目招商落地成效显著提升

一是招商引资载体建设得到加强。结合源城楼宇和园区载体

建设，通过加强载体信息收集，促进了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升

了青羊产业的吸引力。二是专业化招商得到提升。通过深入梳理

目标企业战略布局、投资意向、项目落地要素和条件、社会影响

力等各方面要素，进一步明确项目责任主体，落实专人跟踪，有

效推进了全方位招大引强。三是产业生态圈招商得到强化。通过

聚焦“文博青羊”构建产业生态圈，推动了产业链招大引强，通

过紧盯“六类 500 强”及重点企业引进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龙头

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和供应链企业。四是落地省市国企得到实效。

强化与省市国企的互动，积极在省市国企调整中寻求机会，先后

与市产投集团、市体育集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促进市体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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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注册落地我区，目前正与省商业集团、省铁投集团等推进合作。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进驻我区的境内外世界 500 强达 88

家，其中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 52 家，境内世界 500 强 36 家。成

功引进九次方数字星河项目、绿地跨贸港增资项目、瑞康药业西

南总部项目、华润医药收购项目等重大项目 27 个，计划投资总

额 340.4 亿元人民币，其中主导产业占比达 100%。在谈重点项

目有 30 余个：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国家信息光电子成都中心

项目、天亿集团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天亿集团健康智谷西南总部

项目、光控特斯联物联网西南总部项目、海峡能源产业基金亚欧

金融总部基地项目、依时货拉拉西南总部项目、成都产投集团产

业园区项目等。

3.区域对外开放影响持续扩大

一是强化营销推介。先后在境内外组织开展各类推荐活动

20 余场，有效提升了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先后在德国、美国、

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组织召开中国（澳门）国际经贸合作峰

会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经贸合作推介会等推介活动或亲商沙

龙；在北京、深圳等地举办 “千年蜀都·文博青羊”少城国际

文创硅谷推介会（北京站）等主导产业及产业集聚区专场推介会，

以青羊区人民政府名义承办市级“一带一路世界 500 强及全球知

名企业高峰论坛”、“打造金融开放新高地企业座谈会”、“城

市源起与未来更新”等大型推介活动，赢得省市区有关领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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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二是加强招商引资驻外机构建设。分别选派 3 名工作人员

到市驻北京、上海、深圳驻外机构驻点工作，通过驻外机构和人

员先后获取有效投资信息 60 多条。三是积极对接商协会和驻华

使领馆。先后对接了新加坡、韩国、印度驻成都及广州领事馆，

并促成 3 国总领事等领事官员到我区考察；先后与英国、法国、

德国等在川商会组织对接，推进了一批项目洽谈；与四川省“千

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四川省人工智能协会等组织建立了密切联

系，促进了西南财经大学段江、信息工程大学蒋涛等“千人计划”

专家人才及项目落地。四是积极组建招商大使队伍。通过聘请高

力国际、埃顿集团、西南财经大学等 23 名知名企业高管和经济

学家为招商大使，充分发挥招商大使的资源优势，邀请更多的优

质企业落户成都，扎根青羊。

4.开展百日擂台促进争先创优

按照成都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部署，我局先后参

加和组织开展两季“百日擂台赛”，进一步提升了全区招商引资

水平和投资质量。一是积极开展项目促进工作。擂台赛期间区领

导走访六类 500 强企业 138 家。二是积极开展专题活动。2018

年青羊区共开展投资推介会、亲商沙龙、重大项目签约仪式等各

类专题活动 20 次。三是积极推进项目签约。2018 年累计新增项

目信息 182 条，跟踪促进项目 66 个。

5.政务企业服务积极落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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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真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工作。根据国家省市下

发的文件精神，认真落实总投资 1 亿美元以下（不含 1 亿美元）

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权限，确定专员，做好外商

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工作。1—12 月，共计完成了 17

家企业设立备案，71 家企业变更备案；同时积极组织外商投资

企业开展年报，共计 203 家企业完成年报。二是积极落实网络理

政。认真落实政务服务改革工作，通过对接落实外资企业设立工

商“一口办理”工作、梳理“仅跑一次”事项和落实企业服务全

程代办工作，确保企业服务落到实处，提升实效，企业满意度

100%。三是认真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制定了《青羊区投促局政府

门户网站栏目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分工方案》，通过对外公开网络

平台和媒体及时实现对外政务信息公开和更新外商投资企业的

备案流程。1-12 月，我局在网站上主动公开信息 212 条，进一

步方便投资者办事，提高了行政效能。

6.体制机制建设实现有机更新

一是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考核体系，形成了以街道投促中

心、产业部门、集聚区管委会、相关部门为四类考核主体的“一

责任主体一任务清单一考核标准”的分类考核体系，进一步鲜明

工作导向。二是建立了以区投促局为统筹机构、以产业部门、集

聚区管委会及街道投促中心为责任主体的统筹机制和招商引资

目标企业储备机制。三是建立了招商引资分工协作机制，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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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根据主导产业定位积极收集招商信息，通过上报伙伴办公系

统加大了招商引资目标信息储备力度，初步建立了信息库统筹掌

握全区市场资源、公共资源、数据资源等招商引资资源，实现全

区招商资源的协作共享和高效利用。

二、财政资金总体情况

（一）部门（单位）财政资金整体收支情况

2018年区投促局收入、支出年初预算 2084.04万元，收入支

出决算为 1821.8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1.71 万元，项目支出

1290.14万。

（二）部门（单位）预算编制及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运转类项目：对应说明预算编制、报送时效等情况；

2018年度基本支出 531.71万元,包括人员基本工资、资金、

其他工资福利、办公费、劳务费等。

2.专项类项目：对应说明预算编制、绩效目标填报、报送时

效等情况。

2018年度项目支出 1290.14万，其中包括招商引资业务工作

费、外派挂职干部工作经费、澳门国际经贸合作峰会暨青羊经贸

合作推介会经费、汇西部、择成都一带一路投资与创新高峰论坛

活动经费、兑现 2018年利用外资实际到位奖励、城市投资价值

推介活动经费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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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管理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1.总体执行进度：包括资金整体执行进度及分类（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执行情况。

2018年区投促局收入、支出年初预算 2084.04万元，收入支

出决算为 1821.8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31.71 万元，项目支出

1290.14万。

2.预算调整及结余结转情况。

年度结余 261 万元，主要是：2017 年度全市开放型经济奖

励资金和 2016年开放型经济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奖励专项资金。

（二）“三公”经费管理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 39.49 万元，决算为 39.08万元，其

中因公出国（境）经费为 13.49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 0万元，

公务接待费为 25.59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为 39.25万元。

2018 年“三公”经费决算比 2017 年“三公”经费决算减少 0.17 万

元。

（三）综合管理情况

包括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合规性、资产管理、决算质量、信

息公开等情况。

（四）绩效管理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成都市和青羊区相关财政规定，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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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关于从严从紧控制公务开

支要求，从严控经费开支，三公经费等大幅下降。在资金使用上

一直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收支，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按照财经制度的有关要求，有计划地安排、使用资金，严格

财务审批制度。重大开支党组会集体研究，保证资金使用合法合

规，同时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为加强绩效管理，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

格编制年度预决算报表和报告；二是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在投

促局网站公示年度预决算报告；三是组织修订了《内控手册》；

四是按要求编制《内控报告》和《绩效情况报告》。

四、部门整体绩效情况

（一）目标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实际到位内资 391.38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03.54%，完成进度排名五城区第二、全市第二；全区利用外资

实际到位 12.2401 亿美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102.60%，完成进度

排名五城区第二、全市第三；全区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 27 个，

完成目标任务 103.85%，完成进度排名五城区第四、全市第十三；

全区主导产业占比达 96.3%，注册率达 96.3%，“153”项目全年

完成 30-50 亿元 5 个。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进驻我区的境内外

世界 500 强达 8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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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效益评价

区投促局在预算执行方面严格按预算支出，支出总额控制在

预算总额以内，年度有部分资金结转，年度预算执行率在 87.5%

以上，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资产管理方面，建

立了资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三）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

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正常的工作运转，预算安排的项

目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在执行上是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的，在

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也是放的心的，严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

德底线。

（四）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

根据 2018 年青羊区政府机构社会满意度测评，区投促局测

评分数均在 93 分以上。

五、评价结论及自评得分情况

整体支出得分 97 分，具体为：

（一）“预算编制”项目总分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二）“预算管理”项目总分 55 分，自评得分 52 分。

本项目“绩效管理”因没有在外部媒体发表绩效管理相关文

章以及绩效评估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根据评分标准，扣 3 分。

改进措施：

(三）“整体绩效”项目总分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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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门职能职责提出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绩效的相关建议。

附件：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自评表（加盖公章）

2.佐证材料目录（加盖公章）

3.佐证材料（单位自行留档备查）

联系人及电话：龙弟彪 86941516

成都市青羊区投资促进局

2019 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