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项目总金额
（万元）

11428.89
本年度项目金额

（万元）
2104

上年度预算
安排资金（万元）

5968
上年度项目实际
使用资金（万元）

4105.31

上年度资金
使用率（%）

68.79
上年度项目

完成进度（%）
100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项目资金总额
的计算依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序号
子项目金额
（万元）

1 789

一、全年培训本省外市农村劳动力1500人，创业培训2000人以上（其中创业能力培训1480人以上，创业
意识培训519人以上），再就业职业指导培训7000人，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2000人，就业结业合格培训
558人；农村劳动力培训、创业培训预计合格率达到95%以上，再就业培训合格率达到85%以上。
二、全市提供就业岗位5.6万个，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2.3万人，镇级新增就业1.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以内，净增就业9000人，期末企业就业总量50.3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3500人，援助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人数1300人，援助重点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人数800人，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人数60人。
三、本市户籍实名制登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开发高校毕业生见习实训岗位350个，引进大学
生7000人。
四、扶持自主创业人员2150人，其中扶持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550人，大学生创业320人。

项目总金额包括市财政资金、政府性基金

二、子项目明细

子项目名称

创业促进就业补贴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水平，全力推进就业创业工作，进一步加大
力度创优载体、营造环境，打造具有江阴特色的人才新高地，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
明程度高的新江阴提供坚强人力支撑。二、有利于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加快适合我市经
济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力度，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创业氛围，激发
全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奋斗热情；有利于为促进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新动能；帮助劳动者提高再就业能力，从而尽快实现就业。

空岗信息费24万元，创业大学运行经费67.67万元，见习实训补贴及留岗补贴130万元，职业介绍补贴800
万元，创业促进就业补贴789万元，创业担保贷款438.75万元，创业工作推进经费360.90万元，社保补贴
8040万元，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20万元，职业培训补贴支出689.07万元，职业鉴定补贴支
出26万元，特困失业人员送温暖43.50万元。
一、加强政府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资金作用，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
和有效性。二、《江阴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业务工作内控机制》、《江阴市职业能力培训与鉴定管
理中心业务工作内控机制》；
《贯彻落实市行政监察项目”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监督监察“工作措施的通知》；
《关于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质量提升计划的实施意见》；
《江阴市网络创业培训操作管理办法（试行稿）》；
《江阴市网络创业培训第二阶段补贴认定标准（试行版）》；
《江阴市再就业培训定点机构管理办法》。

一、采用以前年度计划，包括实施阶段和内容。二、全年培训本省外市人员1500人，跨省人员4000人；
开设创业意识培训519人，创业能力培训1000人；再就业职业指导培训7000人，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2000
人，就业结业合格培训558人。2.再就业鉴定费补贴2000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水平，助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创业，为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阴创建良好环境。

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促进全民创业政策的若干意见》（澄政规发[2012]2号）等文件设立的
。本项目的资金使用由《关于印发<江阴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澄财规[2013]64号
文）来规范。其他依据文件有：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孵化基地认定管理的实施办法（澄人社【2015】73
号）、江阴市创业担保贷款管理实施办法（澄人社【2016】58号）、江阴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扶
持资金申报审核操作办法的通知（澄人社【2016】92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澄政发【2016】32号）等

2019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评价指标与标准值表
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

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促进就业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促进就业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指标，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就业，为就业提
供各种服务和有利条件，有利于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改善劳动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环境。根
据财社[2011]64号、苏财规[2011]50号、苏财社[2013]198号、锡财社[2012]37号文件要求，江阴市财
政局、人社局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江阴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澄财规[2013]64号），通
过对全市劳动就业、失业人员的管理服务，落实促进城乡统筹就业政策，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对全市就业服务工作及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帮扶，推进全市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及创业服务管理工
作，健全创业服务体系，落实各项创业政策，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
实推动我市的“富民工程”。二、根据国家“以培训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促进机制，旨
在营造良好的经济和就业环境，实现劳动就业倍增效应而设立。项目实施对象面向我市所有有培训愿望
的人员，由江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具体业务由江阴市职业能力培训与鉴定管理中心具体管
理，由具备办班资质的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2 67.67

3 438.75

4 360.9

5 130

6 24

7 20

8 8040

9 43.5

10 26

11 800

12 689.07

11428.89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说    明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说    明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净增就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期末企业就业总量 完成无锡指标

援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 完成无锡指标

高校毕业生见习实训岗位
数

完成无锡指标

扶持自主创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提供就业岗位数 完成国民经济目标

新建创业孵化基地数 5家

全市创业孵化基地孵化成
功数

20家

评选大学生创业项目数 ≤20个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规模 8000万

补贴覆盖镇、街道数 17个

补助覆盖符合条件的申报
率

100%

举办农村劳动力 ≥90期

职业鉴定补贴支出 

职业介绍补贴

职业培训补贴支出 

见习实训补贴及留岗补贴

空岗信息费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社保补贴

特困失业人员送温暖

项目管理

数量

创业大学运行经费 

创业担保贷款

创业工作推进经费

合计

三、投入和管理目标

四、产出目标

财务管理



举办创业培训次数 ≥70期

举办再就业培训次数 ≥50期

宣传覆盖镇、街道数 17个

补贴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贷款人员身份合格率 100%

补助发放足额率 100%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人才培训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城镇登记失业率 ≤3%

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率 100%

本市户籍实名制登记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

90%以上（无锡指
标）

创业带动就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补贴人员满意度 ＞80%

补贴单位满意度 ＞80%

培训人员满意度 ≥80%

培训机构满意度 ≥80%

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工

完善

公共就业基础建设情况 完善

就业对接服务平台建设情
况

完善

创业政策优化、创业项目
培育、孵化载体建设等创

完善

金保系统信息上传率 =100%

培训补贴发放公示 =100%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说    明

城镇登记失业率 ≤3%

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率 100%

本市户籍实名制登记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

90%以上（无锡指
标）

创业带动就业人数 完成无锡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补贴人员满意度 ＞80%

补贴单位满意度 ＞80%

培训人员满意度 ≥80%

培训机构满意度 ≥80%

二级目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说    明

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工

完善

六、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信息共享

质量

时效

社会效益

满意度

社会效益

满意度

五、效果目标



公共就业基础建设情况 完善

就业对接服务平台建设情
况

完善

创业政策优化、创业项目
培育、孵化载体建设等创

完善

金保系统信息上传率 =100%

培训补贴发放公示 =100%

长效管理

信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