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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

等基本情况

1.部门（单位）主要职责职能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改革有关事项的

批复》（东编发〔2021〕40 号），组建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

中心（原南昌市东湖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6名全额拨款编制划入），

为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政府直属的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

职责包括：

主要承担驻区金融企业的日常服务工作，协调金融企业发展

中需要地方政府解决的问题，负责联系驻区银行、证券、保险等

金融机构及行业自律组织，协调金融机构为本区经济发展提供金

融服务和支持；东湖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日常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维护全区金融秩序；积极引进银行、

保险、商业保理、私募股权投资等金融机构及企业，为全区金融

产业招商工作做好服务；引导全区企业积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

场，协调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配合相关部门做好

本级政府主导投资的重点重大项目融资服务工作等职责。

2.部门（单位）组织架构及人员情况

（1）组织架构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改革有关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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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东编发〔2021〕40 号）规定，区金融服务中心内设机

构 2个，分别为办公室、综合业务股。

（2）人员情况

区金融服务中心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16名。设主任（正科级）

1名，副主任（副科级）2名。实有在职人员 5名。

3.部门（单位）资产情况

根据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 年 12 月资产负债表，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区金融服务中心共有资产 19.17万元，其中流动

资产 9.49万元，固定资产 9.68万元。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

心固定资产主要包含通用设备和家具、用具、装具。根据南昌市

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固定资产卡片列表，固定资产具体分

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固定资产一览表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便携式计算机 2 9980 8913.5 1066.5

打印机 2 3650 2911.23 738.77

多功能一体机 2 4630 3878.29 751.71

空气净化器 3 8400 3171.78 5228.22

沙发类 2 5200 1729.23 3470.77

碎纸机 1 750 750 0

台、桌类 6 14860 6592.28 8267.72

台式电脑 2 10800 3904.7 6895.3

台式机 5 22450 17563.1 4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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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凳类 2 4400 2409.32 1990.68

照相机及器材 2 10210 4914.81 5295.19

合计 29 95330 56738.24 38591.76

上述固定资产原值为 9.53万元，累计折旧 5.67万元，账面

净值 3.86 万元。（关于固定资产卡片中资产价值与资产负债表

不一致的情况，区金融服务中心暂未查明原因。）根据南昌市东

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固定资产卡片列表，上述固定资产均为

在用资产，实际区金融服务中心未进行固定资产盘点。区金融服

务中心资产管理制度包含在内控制度内，但制度不不够完整。

（二）当年部门（单位）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

说明》以及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炼

出当年度单位履职总体目标为：大力推进“三提升、二发力、一

防范”重要举措，为东湖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实金融保障。具体

目标为：发展金融总部经济；推进资本市场建设；防范地方金融

风险。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

说明》，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度主要工作任务为：

1.重视金融稳健发展,强化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

金融服务能力；

2.重拳打击非法集资，提高民众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

3.重地守好金融招商，拓宽金融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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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年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提炼出当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完

成全区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考核任务 10次，开展金融产品宣传、

企业融资帮扶、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及时掌握招商动态并帮助

协调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搭建银企交流平台，营造金

融生态环境，协调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进企业落户

进度。

（四）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绩效相关工作成果

性文件，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开展情况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已填报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表，但指标设置规范性有待提升，如数量指标为“完成全

区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考核任务 10次”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未

能涵盖单位主要工作任务；质量指标为“金融产品宣传、企业融

资帮扶、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 95%”表意不明，时效指标为“金

融产品宣传、企业融资帮扶、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及时率 100%”，

但未明确何时为及时，目标性不强。

2021 年南昌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有 1 个项目，

为重大产业项目招商经费项目，项目已申报绩效目标，但项目支

出绩效目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基本一致，故问题表现形式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财政评价报告

— 5 —

相同。

2.绩效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未提供 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

监控报告。

3.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按区财政局 2021年度相关文件

要求开展了 2020年度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并按

要求于 2021年 7月 27日在东湖区政府网站进行了项目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公开。经查看上述绩效评价报告内容，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报告撰写十分简略，大致分析了项目组织管理情况及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未了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总结了单位基础情况以及当年度履职工作完

成情况，但未能按照通知文件所附提纲对单位组织架构、人员及

资产等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描述，且未按照数量、质量、时效等分

类归纳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而是类似于工作总结汇报式

描述了单位部分工作完成情况，对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的问

题也没有进行分析。事后评价可应用性不强，对于单位下年度履

职的促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五）当年部门（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2021年年初预算收入合计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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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均为当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支出合计

71.14万元，均为基本支出。

2021年调整预算收入合计 3780.41万元，其中当年度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723.78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56.64万元；

调整预算支出合计 3780.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5.49万元，

项目支出 3662.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03万元。

2021年度决算收入总计 3780.41万元，其中当年度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723.78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54.61万元，

其他收入 2.03万元；决算支出总计 3448.94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115.49万元，项目支出 3662.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03万

元。

上述数据基于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 2021年度

本级收入支出决算总表（Z01）填列，但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可知

上述数据并不准确。根据《关于下达二〇二一年度预算支出指标

的通知》（东财字〔2021〕11号）文件，2021年度区金融服务

中心年初预算共计 71.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5.84万元，项目

支出 15.3 万元，但经查看单位会计凭证，发现区金融服务中心

将项目收入计入基本支出管理，导致决算报表中年初项目预算为

0，且后续调整项目预算中也未包含这一项目资金，而是上级下

达的扶持企业专项经费。总体来看，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预决算报表未能真实反映单位经济信息，决算报表编制准确性有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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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

1.数量方面

（1）《东湖区促进新型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办法》修订完

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对《东湖区促进新

型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办法》进行修订，实际已根据《江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动江西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赣府厅字〔2021〕58 号）、《南昌市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加快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洪府发〔2020〕24 号）等文件精神修订了《东湖区加快推进

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若干扶持办法（暂行）》文件，拟采取

九项举措对企业进行各类奖励，同时拟对在境内外证券市场的上

市公司在博士后流动站、人才引进、科研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支

持。

（2）重点企业服务工作完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提升重点企业服务

力度，帮助企业上下游关联项目实现落户。为做好重点企业服务

工作，区金融服务中心拟定了《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优化营商环

境活动方案》，明确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

门组织优势，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全力提升企业获得信贷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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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度，促进金融服务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拟定了《区金融服务

中心推动企业获得信贷长效服务方案》，要求通过银行机构对街

道（乡镇）进行金融服务网络化管理，由银行网络员和社区共同

对接企业的金融需求信息；拟定了《2021 年“优化营商环境”

政银企对接系列活动方案》，要求开展企业上市挂牌知识专题培

训活动、政策宣讲活动、政银企对接活动、金融机构进企业、政

银企沙龙对接等活动。

实际 2021年区金融服务中心陪同区领导走访了南昌南旅供

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江西海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江西飞尚

林产有限公司、江西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天轴通讯有限

公司、南昌随行付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九江银行南昌分行等，宣传东湖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

果，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听取企业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答疑解惑。结合

“工融惠万企，助力中小微”专项行动精神，区金融服务中心印

制普惠金融平台推广宣传折页，组织扬子洲镇、各街办（管理处）

对属地内企业开展宣传推广，收集辖区内中小金融企业融资需

求，帮助企业便捷获贷；组织辖区企业参与了江西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召开的江西省北交所重点后备企业“走进上市公司”活

动，帮助企业抓住新三板改革机遇；组织辖区企业参与南昌市金

融办联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举办资本市场助力

南昌“一枢纽四中心”建设产融对接会，加强企业与证券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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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流，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政策新机遇；

（3）意向企业挂牌融资培训完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通过开展培训、路

演等方式，帮助其他意向企业在区域股权交易市场进行挂牌融

资。为有效推进做大金融业总量及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工作，全面

落实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积极引导、广

泛对接的良好氛围，助力辖区更多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东

湖区人民政府和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与 2021年 9月 16日联合

举办了 2021年度东湖区企业上市挂牌专题培训会。

（4）“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开展完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开展“大宣传、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妥善处理金融风险问题。为做好新形势

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推动各单位提升非法集资治理能力

和水平，区处非办印发了《东湖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要求围绕重点区域开展“隐患大排查”和“条例大

宣传”专项行动，围绕涉稳涉访重点投资受损群体和非法集资重

点难点案件开展“平台大狗头”专项行动；围绕非法集资存量案

件开展“陈案大化解”专项行动。努力实现隐患排查覆盖率 100%，

条例宣传参与率 100%、平台沟通调度率 100%和陈案化解办结

率 30%。

实际东湖区构建了“各镇（街办、管理处）和行业主管部门

为主导，公安、市场监督、文广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财政评价报告

— 10 —

集中开展了“线上线下、扫楼清街、行业企业、资金异动、广告

信息、涉稳风险”6类隐患排查行动，并对辖区对已经发生非法

集资案件做到全面分析和摸排，强化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

重点监管人员得到有力稳控。专项行动期间，全区共开展“隐患

大排查”和“条例大宣传”活动 151次，发放材料 11960份，组

织公益宣讲活动 135次，参与宣讲人数 4810人次，通过 LED电

子屏宣传防范非法集资小知识 320次。

（5）2021年陈案化解数量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推进陈案

积案处置。《关于印发<全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集中整治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洪处非办字〔2021〕13号）部署和要

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市非法集资未结案件数量 105

件，其中东湖区 18 件，其中 2017 年底以前立案的陈案 2 件，

2018-2020立案的存量案件 16件，根据《南昌市化解非法集资存

量案件风险三年攻坚战（第二轮）》文件规定的“2017 年底前

立案的存量案件化解率不低于 50%、2018-2020年立案的存量案

件化解率不低于 25%”要求，东湖区需在 2021年化解 2017年立

案的陈案至少 1件，化解 2018-2020年立案的陈案至少 4件。实

际东湖区拟定了 5件存量案件作为 2021年重点要化解的案件，

印发了《东湖区 2021年度非法集资陈案化解工作方案》，明确

了陈案化解措施，记录了拟化解案件情况以及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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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方面

（1）新修订《东湖区促进新型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办法》

出台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工作计划提出要对《东湖区促进新

型金融业发展若干扶持办法》进行修订，实际已完成修订《东湖

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映山红行动”若干扶持办法（暂行）》文件，

但文件待区里上会通过，故尚未出台。

（2）重点企业服务需求跟进率

经查看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区金融服务中心走访企业及

解决企业诉求情况台账》，企业诉求多数为加强对接联系，或者

加强融资需求对接，区金融服务中心均在持续推进，重点企业服

务需求跟进率 100%。

（3）意向企业参培率

根据《关于举办 2021年度东湖区企业上市挂牌专题培训会

的通知》，本次培训拟邀请江西省天轴通讯有限公司、江西盈科

行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丰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江西飞

尚林产有限公司、华睿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合亦载道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江西江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 家意向企业进行培

训，实际该 7家重点拟上市企业上市挂牌工作负责人均已参加培

训，意向企业参培率 100%。

（4）专项行动区域覆盖率

东湖区构建了“各镇（街办、管理处）和行业主管部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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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公安、市场监督、文广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集中

开展了“线上线下、扫楼清街、行业企业、资金异动、广告信息、

涉稳风险”6 类隐患排查行动，并对辖区对已经发生非法集资案

件做到全面分析和摸排，强化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重点监

管人员得到有力稳控。专项行动期间，全区共开展“隐患大排查”

和“条例大宣传”活动 151次，发放材料 11960份，组织公益宣讲

活动 135次，参与宣讲人数 4810人次，通过 LED电子屏宣传防

范非法集资小知识 320次。专项行动区域覆盖率 100%。

（5）重点化解案件化解率

根据《东湖区 2021年非法集资陈案情况统计及处置进展一

览表》，列入 2021年重点化解的 5件案件（期间重点化解案件

有进行调整）均已由区法院终结执行，陈案化解率 100%。

3.时效方面

（1）专项行动及培训对接活动完成及时性

区金融办开展的各项专项行动以及培训对接活动等，均按照

专项行动方案或培训对接活动方案中明确的时间进行开展，专项

行动及培训对接活动完成及时性 100%。

（二）履职效果情况

1.经济效益方面

（1）企业挂牌及上市目标完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原金融办）2021 年度扶持企业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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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提出要力争实现 1 家企业上市、2 家挂牌“新三板”、5

家挂牌“新四板”。根据《东湖区 2021年度扶持企业上市工作

总结报告》，2021 年东湖区主板上市企业 1 家，为昆吾九鼎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挂牌“新三板”企业 5家，现存 1家，

为江西沃尔得农资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新四板”企业

132家。根据《东湖区 2020年度扶持企业上市工作总结报告》，

2020 年东湖区累计挂牌“新三板”企业 5 家，现存 2 家，挂牌

“新四板”企业 131家。综上，实际 2021年已完成 1家上市的

工作目标，2家企业挂牌“新三板”目标未实现，5家挂牌“新

四板”的目标仅完成 1 家。企业挂牌及上市目标综合完成率=

（100%+0%+20%）/3=40%。

2.社会效益方面

（1）政银企对接活动组织完成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项目绩

效目标中均提出要开展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为进一步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推广宣传普惠金融，搭建便捷化、常态化政银企合作

平台，实现银企共赢发展，11月 12日上午，南昌市东湖区政府

联合人行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举办 2021年度“优化营商环

境”政银企对接系列活动暨金融政策宣讲活动。活动现场，人行

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任哲博士开展普惠金融政策宣讲，并介

绍了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建设银行、民生银行、江西

银行、南昌农商行分别推介了特色金融产品，各企业家围绕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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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产品与银行机构进行了充分交流，部分企业与银行达成了

初步融资意向。

（2）提升群众非法集资防范意识

区金融服务中心于 2021年 5月 12日制定并印发了《东湖区

2021 年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方案》（东处

非办发〔2021〕4号），要求各处非成员单位通过开展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帮助社会公众提高金融法律知识水平

和风险识别能力。2021年 6月 15日，结合全国防范非法集资集

中宣传日，区政府主板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学法用法护小家·防

非处非靠大家”委提出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专场活动，不少群

众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对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活动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提高了金融只是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将自觉远离和抵

制非法集资活动，避免自身财产受到损失。6月集中宣传活动中，

各成员单位举办线下集中宣传活动 12次，单位官网官微推送宣

传文章 10篇，单位办公场所张贴宣传海报 25份、主流媒体发表

专题报道 1篇，组织宣传活动 144次，参与宣传人数 1755人，

制作宣传海报、展板 4520份，发送公益短信 410条、公益宣讲

26 次，覆盖社区干部和群众 582人。通过上述手段，切实增强

了社会公众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

（3）非法放贷案件发生率

为进一步推动矛盾纠纷化解，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锚段风险区

金融服务中心印发了《东湖区金融领域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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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了非法放贷领域专项排查行动，

对全区开展非法金融放贷专项行动作出具体安排，明确工作目标

和重点责任，强化整治措施。根据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东湖区

金融领域排查化解台账，东湖区 2021年未发生非法放贷案件。

非法放贷案件发生率 0%。

（4）养老领域非法集资案件发生率

区金融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区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

查百日专项行动，对全区范围内已备案养老机构、“1+5+X”社

区邻里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站点、农村“颐养之家”开展风险排

查。根据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东湖区金融领域排查化解台账，

东湖区养老机构以公益服务项目为主，资金流向均安全可靠，经

营良好，不存在对外投资等违规现象，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不存在

办理会员卡、收取会费情况，均未发现非法集资情况。养老领域

非法集资案件发生率 0%。

（三）社会满意度

1.社会满意度方面

（1）企业满意度

评价小组采用电话访问形式随机询问相关企业对区金融服

务中心履职满意度情况，主要征询其对于区金融服务中心在解决

企业诉求、举办金融需求对接活动等方面的满意度，多数企业均

感到基本满意及以上，企业满意度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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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管理能力待加强，绩效评价质量待提升

一是绩效目标设置规范性待提升。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

心已填报 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但指标设置规范性

有待提升，如数量指标为“完成全区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考核任

务 10次”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未能涵盖单位主要工作任务；质

量指标为“金融产品宣传、企业融资帮扶、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

95%”表意不明，时效指标为“金融产品宣传、企业融资帮扶、

政银企现场对接活动及时率 100%”，但未明确何时为及时，目

标性不强。2021 年南昌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有 1 个

项目，为重大产业项目招商经费项目，项目已申报绩效目标，但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基本一致，故问题表

现形式相同。

二是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可应用性不强。南昌市东湖区金

融服务中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撰写十分简略，大致分析了项

目组织管理情况及项目绩效实现情况，未对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总结了单位基础情

况以及当年度履职工作完成情况，但未能按照通知文件所附提纲

对单位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描述，且未按

照数量、质量、时效等分类归纳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而

是类似于工作总结汇报式描述了单位部分工作完成情况，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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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分析。事后评价可应用性

不强，对于单位下年度履职的促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2.预决算编制完整准确性待提升，政府采购执行率偏低

（1）预决算报表编制完整准确性待提升

上述数据基于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 2021年度

本级收入支出决算总表（Z01）填列，但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可知

上述数据并不准确。根据《关于下达二〇二一年度预算支出指标

的通知》（东财字〔2021〕11号）文件，2021年度区金融服务

中心年初预算共计 71.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5.84万元，项目

支出 15.3 万元，但经查看单位会计凭证，发现区金融服务中心

将项目收入计入基本支出管理，导致决算报表中年初项目预算为

0，且后续调整项目预算中也未包含这一项目资金，而是上级下

达的扶持企业专项经费。总体来看，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预决算报表未能真实反映单位经济信息，决算报表编制准确性有

待提升。

（2）政府采购执行率偏低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度年初政府采购预算安

排 1万元，实际未进行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执行率 0%，政府采

购执行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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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管理力度待加强，项目列支形式待规范

（1）项目经费纳入基本支出管理

通过核查看区金融服务中心会计凭证，重大产业项目招商经

费项目收入纳入基本支出收入，导致支出时亦从基本支出列支，

无法区分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即项目资金与基本支出混用。

但上级下达的扶持企业专项资金已设置专账进行管理。

（2）部分支出部门经济分类不准确

经查看区金融服务中心 2021年记账凭证，发现部分支出部

门经济分类不准确。如餐费、电费、广告制作费用、耗材等均存

在计入其他支出的情况，如 9月第 3号记账凭证，支付软件维护

费计入奖金，12 月第 8 号记账凭证报刊征订费用计入公务接待

费，12月第 9号记账凭证支付电费 4000，其中 1500元计入差旅

费等。部分经济分类不正确，容易导致决算报表无法反映单位真

实经济信息。

（3）个别原始凭证不完整

经查看区金融服务中心会计凭证，发现存在个别记账凭证所

附原始凭证不完整的情况。如 5月第 3号记账凭证，付食堂用餐

2772 元，原始凭证只有转账申请单，未见相关支付记录及发票

等；如 7月第 8号记账凭证，付廉政教育序列参考片 360元未附

任何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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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管理待加强，管理制度需修订

区金融服务中心未按照《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

理的通知》（财资〔2020〕97 号）和《南昌市东湖区财政局关

于印发南昌市东湖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东财字〔2021〕89 号）等文件要求开展固

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

经查看区金融服务中心提供的《东湖区金融服中心内控管理

制度》中资产管理部分的内容，仅对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加强管

理、资产处置等作出了笼统规定，并未对固定资产具体采购申请

流程、使用管理等作出具体规定，总体来看该制度不够完整，可

供实际资产管理工作中具体操作参考的作用不大，需要进行修

订。

5.企业挂牌上市目标完成率不高，政策竞争性待加强

区金融服务中心（原金融办）2021 年度扶持企业上市工作

计划中提出要力争实现 1家上市、2家挂牌“新三板”、5家挂牌“新

四板”。综上，实际 2021年已完成 1家企业上市的工作目标，2

家企业挂牌“新三板”目标未实现，5家挂牌“新四板”的目标仅完

成 1家。企业挂牌及上市目标综合完成率 40%。原因主要是东湖

区上市政策条件较其他县区特别是与经开区、高新区、南昌县相

比缺乏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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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1.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能力，提升绩效管理应用水平

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知识学习，提升

绩效目标设置水平，一方面是提升绩效指标设置规范性，另一方

面则是提升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际情况的匹配度，不能简单按

照部门整体目标设置项目目标，确保绩效目标对部门履职、项目

实施的指引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在开展项目及部门整体自

评工作时，应当准确对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开

展，并且落实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切

实提出项目实施或部门履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可行

的解决措施，为单位履职提供有效参考价值。

2.严谨编制预决算，提升政府采购执行

（1）严格按照实际预决算编制报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编制决算草

案，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做到收支真实、数额准确、内容

完整、报送及时”，因此区金融服务中心编制预决算报表时应严

格按照部门实际预算及及其执行情况填报，确保收支真实，数额

准确，内容完整。第十三条规定：“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

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因此南昌

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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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目资金，确保资金分类与预算批复保持一致。

（2）科学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南昌市东湖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增强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

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

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政府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

科学合理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同时需要确保确有需求方编制预

算。

3.增强入账严谨性，增强原始凭证完整性

（1）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在资金使用环节，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做好资金使用管理，

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更加科学、严格的财务监管核查，使项目

资金的管理更加严谨、财务核算更加规范，促进项目资金使用的

制度化、科学化、高效化。同时应严格区分项目所属开支与其他

开支，发挥项目专账的效力，对于按照项目批复的经费，严格纳

入项目管理，避免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混淆，确保专款专用。

（2）正确填写支出经济分类

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积极落实好《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

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通知》（财预〔2017〕98号）文件要求。

严格按照资金性质填写支出类别，确保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会计

核算信息和预决算报表相符，提升决算报表数据真实性，正确反

映单位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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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强原始凭证完整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规定“会计机构、会计

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

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

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第三十条规定“支出凭

证应当附反映支出明细内容的原始单据，并由经办人员签字或盖

章”。因此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加强会计凭证管理，确保原始凭

证完整，对于未提供发票、合同、审批表等相关原始凭证的支出

一律不予支付。

4.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完善资产管理制度

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严格按照《关于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

资产管理的通知》（财资〔2020〕97 号）进行固定资产管理，

按文件精神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实

施办法或分类制定固定资产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管理要求。认

真对照管理要求，针对固定资产验收登记、核算入账、领用移交、

维修保管、清查盘点、出租出借、对外投资、回收处置、绩效管

理等重点环节，查漏补缺，明确操作规程，确保流程清晰、管理

规范、责任可查。同时应当按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进行固定资产管理，落实好文件第十一条要求的明确固定资

产管理的机构和人员，以及第四条要求的（一）建立和健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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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二）推动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三）

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以及其他各项规定，确保固定资产

得到有效管理。同时应当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68号）中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事业单位应当

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清查盘点。年度终了前应当进

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保证账实相符”，开展固定资产盘点工作。

同时应当积极按照《南昌市东湖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南昌市东湖区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东

财字〔2021〕89号）文件要求开展各项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5.做好企业服务，加快企业上市

一方面是区金融服务中心应当大力培育后备企业，引导和推

动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改制，同时应当加强企业对资

本市场、资本运作和企业上市规则基本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则

是应当尽快拟定并呈区政府审议后出台企业扶持方案，强化企业

在东湖区上市意向，提升意向企业上市积极性、主动性。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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