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
预算数

2877.48

2877.48

2877.48

0

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1169.1 2337.68

145.17 539.8

0 29.4

49 120

0 10.9

0 19.58

3.24 62.4

0 36

92.93 232.32

0 2

0 18

0 9.2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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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年度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指示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思想论述，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到位、领会到位、贯彻到位，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作为指导工作的重要遵循。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严格执行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各项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按照国家统计局、省统计局以及市
纪委市监委派驻发改委纪检督查组要求，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做好各项统计年定报工
作，做好苏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后续工作，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完善基层统计机制，强化经济运行监测
分析，完善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等工作。

二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法律顾问费用

统计年鉴编印费

党团活动经费

中长期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和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强富美高”总目标，把握”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总要求，深化”数说“统计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发挥统计服务功能，家快构建与经济发展新阶
段、新格局相适应的现代化服务型统计，为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美窗口”提供坚强统计保
障。

办公设备购置

体检经费

信息化维护费

专项培训费

专项统计调研调查费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四下调查经费

苏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1、机构设置：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统计执法监督局（政策法规处）、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处（经济运行监测处）、国民经济核算处、工业统计处、能源资源环境统计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处、贸易外经统计处、服务业统计处、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信息化管理处、业务指导处；本部门整体预
算绩效包括的下属参公事业单位：苏州市统计调查中心，全额拨款参公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其财务管理
并入苏州市统计局本级统一核算。
2、人员配置：机关行政编制38名，行政附属编制2名、全额拨款参公事业编制20名；实际用编人数行政人数
38名、行政附属人数2名，全额拨款参公事业人数19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统计局

单位
主要职能

一、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全市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二、贯彻执行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全市及县级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三、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拟定重大市情市立普查计划、方案，组织实施全
市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普查，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市情市立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四、组织实施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及其他服务业等统计调查，收集、
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组织实施基本单位、能源、投资、人口就业、社会发展、人民生活
等统计调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组织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各类统计监测评
价，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
五、依法审批或者备案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指导和推进各部门、各行业专业统计基础工
作、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组织实施部门统计工作；
六、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全程质量管理制度，组织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
七、建立并管理全市统计信息化系统，组织实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统计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发应用，协
调和指导全市现代化统计体系建设；
八、落实全市统计法治监督责任，组织管理全市统计执法检查活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组织指导全市统计
信用体系建设；
九、依法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组织实施统计工作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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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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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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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统计分析篇数 ＝20篇 ＝68篇

统计数据及时更新和发布 及时 及时

服务业、贸易统
计改革工作

四下调查经费 四下调查工作完成进度 ＝0% ＝100%

生态文明建设统
计改革工作

专项统计调研调
查费

能耗统计制度研究工作启动 ＝0% ＝100%

统计年鉴编印数量 ＝0份 ＝900份

统计年鉴完成进度 ＝0% ＝100%

人口普查研究课题评审鉴定合格率 ＝100% ＝100%

会议及培训人次 ＝0人次 ＝150人次

人口普查研究课题结题数量 ＝11个 ＝11个

统计资源管理平台运维服务合格率 ≥95% ≥95%

部门统计网上直报平台运维服务合
格率

≥95% ≥95%

基层基础建设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合
格率

≥95% ≥95%

移动执法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合格率 ≥95% ≥95%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向全社会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概况

及时 及时

向社会公布统计年鉴 ＝0% ＝10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履职

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全市统计
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组织实施农
业、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
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及
其他服务业等统计调查，收集
、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
的统计数据；组织实施基本单
位、能源、投资、人口就业、
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统计调
查，收集、汇总、整理和提供
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

数据质量管理工
作

专项统计调研调
查费

汇总、整理和提供有关市情市
立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
分析。

统计年鉴出版工
作

统计年鉴编印费

组织实施全市人口、经济、农
业等重大普查。

人口普查工作
苏州市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

建立并管理全市统计信息化系
统，组织实施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统计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
开发应用，协调和指导全市现
代化统计体系建设

信息化系统建设
和维护工作

信息化维护费

依法审批或者备案部门统计调
查项目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指导和推进各部门、各行业专
业统计基础工作、统计基层基
础建设，组织实施部门统计工
作

统计基层基础建
设工作

信息化维护费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决策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