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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二级专项） 工作及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目标值

1

管理全市粮食和相关重要物资储备。
负责市级储备粮、储备物资行政管理
。监测粮食和战略物资供求变化并预
测预警，承担全市粮食流通宏观调控
的具体工作，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日常工作。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的具体工作。

落实市级地储粮规模 119500吨

年度市区肉菜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任何时点市级地方储备粮库存数量最低限量 59750吨

省对市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得分 90分

完成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汇总有关工作 100%

2

加强市场分析预测和监测预警，充分
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
控，提稿储备防风险能力，增强储备
在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社会预期、引
导市场方面的作用

完成无锡市粮油信息预警系统价格信息报送工
作

100%

3
组织实施全市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
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落实有关动
用计划和指令。

年度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4

改革完善储备体系和运营方式，完善
政府储备，进一步发挥政府储备引导
作用，鼓励企业商业储备，推动形成
市级储备与县级储备、政府储备与企
业储备互为补充的协同发展格局。

探索能力储备方式，签订能力储备协议 10份

5

组织实施国家、省粮食流通和物资储
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拟定全市粮食
流通和物资储备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草案。研究提出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
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拟订《无锡市超标粮食处置办法实施细则》 1个

修订《无锡市市级成品粮油应急储备管理暂行
办法》

1个

6
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和“互
联网+监管”。

开展“互联网+监管”培训次数 1次

7

根据省市储备规划，统一负责储备基
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制定规划，管理
有关储备基础设施和粮食流通设施市
级投资项目。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
理，制定行业发展规划。

开展国储库、新安库仓储相关配套设施维修改
造及功能提升

1次

组织编制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十四五”发
展规划

1个

8

组织实施粮食和物资储备仓储管理有
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负责全市粮食流
通、加工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
理，承担物资储备承储单位安全存储
和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4次

开展全市范围安全生产与安全储粮业务培训 1次

9
组织落实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有关技
术标准和规范。

推进无锡智慧粮食云管理信息平台迁移部署和
运维项目建设（项目周期三年）

33%

10

负责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收
购、储存、运输环节粮食质量安全和
原粮卫生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全市
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年度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业储备以及储备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次数

2次

年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次数 3次

年度全市粮食库存检查次数 1次

11 开展粮食系统法制教育宣传。

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做到市级机关干部和粮食
行政执法人员覆盖面达两个100%。

100%

12

对市级粮食和物资储备政策执行和管
理情况实施依法监管和年度考核；建
立健全储备责任追究机制，依法组织
对重要案件查处和督查督办，组织指
导粮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

年度粮食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评选完成率 100%

组织开展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次数 2次

组织开展市级粮食和物资储备政策执行和管理
情况年度考核

1次

13
编制部门预决算，承担内部审计工
作，负责所属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年度内部审计计划完成率 100%

完成全市国有粮食企业会计报表汇总上报工作 100%

组织开展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1次

组织开展局行政及直属单位资产清查工作 1次

组织完成年度部门预、决算工作 100%

14
负责人才培养、教育培训。离退休老
干部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群
工作。

年度离退休老干部慰问走访次数 2次

年度市级机关党的建设考核得分 80分

年度学习培训计划完成率 100%

年度组织退休老干部体检次数 1次

15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管理等工作。

全局性行政工作会议次数 1次

完成OA系统二期使用工作 100%

完成机关节能管理、机关安全保卫、值班统筹
工作

100%

完成机关印章管理工作、车辆派遣及固定资产
管理工作

100%

完成落实机关公文管理制度，做好收文管理、
公文办理、发文管理、公文借阅等工作

100%

完成市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100%

组织完成每月召开的行政办公会议 100%

16
承担信息、宣传、开展粮食和物资储
备对外交流合作等工作。

完成全年微信公众号发布不少于30篇；微博每
半月不少2次

100%

向《江苏粮食和物资储备》、《无锡导刊》等
杂志的投稿录用篇数

2篇

向市委办、市政府办信息处报送各类行业动态
信息录用篇数

20篇

召开新闻通气会；组织市主要媒体采访我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工作次数

1次

17 负责政务公开工作。

年度有关政务公开工作完成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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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粮油储备专项资金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储备粳稻轮出数量损耗率 2 %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储备小麦轮出数量损耗率 1.3 %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地方储备粮出入库质量检测覆盖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地方储备粮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出数量完成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补贴经费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入数量完成率 100 %

地方成品粮油应急储备补贴 动态成品粮应急储备数量完成率 100 %

地方成品粮油应急储备补贴 静态成品粮应急储备数量完成率 100 %

地方成品粮油应急储备补贴 静态成品油应急储备数量完成率 100 %

地方成品粮油应急储备补贴 静态油质量检测覆盖率 100 %

粮油信息预警系统管理经费 常年测报和系统运行的企业数 18 个

粮油信息预警系统管理经费 预警系统采集信息数量 3172 条

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贴 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资金到位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出价差亏损补贴 市级储备粳稻轮出数量损耗率 2 %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出价差亏损补贴 市级储备粮轮出质量检测覆盖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出价差亏损补贴 市级储备小麦轮出数量损耗率 1.3 %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出价差亏损补贴 市级地方储备粮轮换出库数量完成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油财产保险补贴 市级地储粮财产保险理赔率 100 %

市级地方储备粮油财产保险补贴 市级地储粮财产保险投保率 100 %

国储库、新安库仓储相关配套设施维修改造
及功能提升项目补贴

国储库仓储相关配套设施维修改造及功能提升
项目完成率

100 %

国储库、新安库仓储相关配套设施维修改造
及功能提升项目补贴

新安库仓储相关配套设施维修改造及功能提升
项目完成率

100 %

有关粮食产销合（协）作、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库存检查及拥军服务等专项工作经费

有关粮食专项工作完成率 100 %

市区肉菜储备补贴 市区菜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

市区肉菜储备补贴 市区肉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

市区冻猪肉储备补贴 市区冻猪肉储备计划完成率 100 %

无锡智慧粮食云管理信息平台部署与运维项
目经费

智慧粮食迁移云化率 100 %

无锡智慧粮食云管理信息平台部署与运维项
目经费

智慧粮食云管理信息平台运行稳定率 95 %

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十四五”发展规划
编制费用

无锡市粮食“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完成率 100 %

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十四五”发展规划
编制费用

无锡市物资“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完成率 100 %



市区粮食应急保供演练经费 市区粮食应急保供演练次数 1 次

社会粮油供需平衡调查和价格监测经费 社会粮油供求平衡城乡居民户调查计划完成率 100 %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放心粮油质量抽查样品数

10 个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监督检查中质量抽查样品数

60 个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指标数

20 项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收获粮食安全监测采集样品数量

70 个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收获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涉及乡镇数量

15 个

监察支队（质监所）安全经费
维修维护检验仪器设备台数

150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