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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市级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    2020   年度）

1.单位基本情况

部门（单位）名称：中共连云港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级次：       □√一级单位         □二级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

填报人：韩洁 联系电话：85815431

单位职能：（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机构改革、机构编制管理和机关绩效管理的方针政策和省市
委的决策部署，研究拟订全市机构编制政策规定并组织实施。
（二）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相关领域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草拟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总体方案。指导、协调改革总体方案和“三定”规定的组织实施工作。
（三）统一管理全市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机关的职责
和机构编制工作。牵头做好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管理工作 。
（四）贯彻落实权责清单制度，指导、监督市县（区）政府部门和各类开发区权责清单编制工作，推进审批服务
便民化工作。
（五）研究拟订全市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指导、协调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工作。研究拟订全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管理的政策规定，承担全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六）研究起草市级机关绩效管理的政策规定，负责市级机关绩效管理工作。
（七）监督检查全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机构编制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受理违反机构编制法律法规
、纪律的检举和投诉。承担全市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
（八）负责市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绩效评估和信用监管工作。
（九）完成市委、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内设机构：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7个，包括（1）综合处（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政策法规
处）（3）行政机构编制处（4）事业机构编制处（5）机关绩效管理处（6）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处（7）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处
2.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
连云港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部门中长期战略目标：一是巩固深化基层“三整合”改革。持续深化基层“三整合”改革，指导赣榆区推进“三
整合”改革2.0版，全面落实职责准入、资源下沉、权力调整、全员培训、考核评估和信息共享等“六大机制”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制度。
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全覆盖，一个窗口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网格管治理、一个中心管指挥，让百姓的诉
求做到“事事有交待件件有着落”。培育培优经济发达镇基层现代化治理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经济发达镇治理
能力水平提档升级。
二是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目前，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和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已基本完成 ，公益类事业
单位改革才刚刚起步，省委编办在无锡、常州、扬州、徐州等4个地区进行试点，我们要密切跟进试点市改革做
法，精准把握政策口径，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情况进行再梳理，进一步摸清现状，及时制定事业单位改革方案。
进一步统筹盘活用好沉淀和低效配置的编制资源，通过改革释放一批编制资源，解决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民
生事业编制需求，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三是持续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继续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整合、精简、规范执法队伍，推动执法
重心下移、力量下倾、资源下沉。对中央已经部署开展综合执法改革的领域，协同相关主管部门在充分调研摸清
现状的基础上，开展督查指导。进一步规范综合执法队伍，会同市相关部门对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
场、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执法队伍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选出一批先行先试的示范典型，对其他领域现有事
业性质执法队伍进行规范。
四是不断探索开发区“去行政化”工作。根据中央编委《关于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促进开发区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本年度总体目标：（一）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线，抓好《条例》贯彻落实；（二）以推进市
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扎实推进各类改革；（三）以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加强机构
编制管理和机关绩效管理；（四）以归口组织部门管理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机构编制部门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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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度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收支类别 资金类别 全年预算数
实际（预计）执

行数
预算执行率

收入

收入预算合计 696.32 835.87 120.04%

其中：预算资金 696.32 835.87 120.04%

      非税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支出预算合计 696.32 833.78 119.74%

其中：基本支出 601.42 786.3 130.74%

      项目支出 94.9 47.48 50.03%

3.2020年资金预算情况（万元）

收支类别 资金类别 全年预算数 半年预计执行数 备注

收入

收入预算合计 768.55 384.28

其中：预算资金 768.55 384.28

      非税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支出预算合计 768.55 384.28

其中：基本支出 683.15 341.58

      项目支出 85.40 42.7

项目1：机关服务高质量

发展类
10.00 5

项目2：深化改革类 21.50 10.75

项目3：行政事业单位编

制管理
16.00 8

项目4：信息化项目建设

及网络安全运维保障
32.10 16.05

项目5：办公设备购置 5.80 2.9

4.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内部管理

决策管理
中长期规划 健全 相关政策文件

年度工作计划 健全 相关政策文件

人员管理
财政供养人员控制情况 合规 相关政策文件

人事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 相关政策文件

资金及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规范性 规范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支出调整预算执行率 100%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专款专用率 100%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政府采购情况 合规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资产管理情况 合规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财政相关政策文件

机构建设与内控管理

信息公开度 公开 相关政策文件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年度工作计划

违纪违法发生数 0 年度工作计划

党建工作完成率 100% 年度工作计划

党建教育培训班期数 1 年度工作计划

信息化建设情况 完善 年度工作计划

部门工作创新 有 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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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内部管理

机构建设与内控管理

年终考评等级 一等奖 年度工作计划

部门履职

职能1：贯彻执行中央关

于行政管理体制、机构

改革、机构编制管理和

机关绩效管理的方针政

策和省市委的决策部

署，研究拟订全市机构

编制政策规定并组织实

施。

目标1：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机

构编制工作条例》《省委贯彻<中

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实施

办法》。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机

构编制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学习宣传培训，举办全市领导干

部专题学习培训班，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出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工作规则》《市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推进机

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

定化。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2：研究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和相关领域涉及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

大问题，草拟全市行政

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总

体方案。指导、协调改

革总体方案和“三定”

规定的组织实施工作。

目标1：“三整合”改革走在全省

前列。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构建“六个率先”安全生

产监管保障机制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全面完成交通、住建、农
业农村等领域承担行政职能事业

单位优化调整工作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3：统一管理全市各

级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纪委监委、法院

、检察院、民主党派和

群众团体机关的职责和
机构编制工作。牵头做

好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政

府购买服务岗位管理工

作。

目标1：率先在“三定”规定中明

确部门安全生产职责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完善自贸片区机构设置。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国家级开发区职能机构调

整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4：贯彻落实权责清

单制度，指导、监督市

县（区）政府部门和各

类开发区权责清单编制

工作，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工作。

目标1：召开市设权力清单梳理培

训会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印发《江苏省行政权力事

项清单标准化编制规范》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印发《关于公布连云港市

市设权力清单的通知》（连政发

〔2020〕84号），共新增市设行

政权力事项76项，其中行政处罚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5：研究拟订全市事

业单位改革方案，指导

、协调改革方案的组织

实施工作。研究拟订全

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

理的政策规定，承担全

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

理工作。

目标1：深入落实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改革和环保监察监测体制改革

要求，整合并大力强化市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机构、市辐射环境监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市本级342家事业单位法

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均高质量完

成。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落实全市教育大会“连续

3年每年净增1500名教师”的要求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4：全面完成行政类事业单位

改革。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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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部门履职

职能5：研究拟订全市事

业单位改革方案，指导

、协调改革方案的组织

实施工作。研究拟订全

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

理的政策规定，承担全

市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

理工作。

目标5：推进多领域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6：研究起草市级机

关绩效管理的政策规

定，负责市级机关绩效

管理工作。

目标1：顺利完成2019年度市级机

关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抓好2020年度考核体系顶

层设计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推进部门“三定”履职情

况考核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7：监督检查全市行

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

方案、机构编制政策法

规的执行情况，受理违

反机构编制法律法规、

纪律的检举和投诉。承

担全市机构编制实名制

管理工作。

目标1：县区204家违规科级机构

消化整改。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结合基层“三整合”改
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领

导职数设置，制定《乡镇（街

道）机构改革领导职数政策口径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从严控制为机关自身服务

等一般性的编制使用，除教育卫

生外，压减其他事业单位用编计

划89名，压减率达68%。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4：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先后

为选调生、市县年轻干部交流、

人员调动核准使用编制29名。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5：建立健全“12310”举报

电话工作机制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职能8：负责市属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绩效评估

和信用监管工作。

目标1：推行异常名录管理制度。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2：推行信用承诺制度。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3：完善信用等级评价制度。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目标4：高质量完成市本级342家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

。

完成
职能工作、年度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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