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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阳泉市商务局（本级）专项资金信息公开

阳泉市商务局（本级） 2020 年项目支出预算共计 314.5 万元，其中

事业发展类项目 7 个计 309 万元，运转类项目 1 个计 5.5 万元。

1、事业发展类专项资金

（1）项目名称：贸易统计奖励专项资金

项目概述：为进一步提升贸易统计工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服务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反映我市消费品市场运行情况，对满足条件的限下升限

上的批零贸易住宿餐饮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立项依据：《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贸易统计工作的意见》

（阳政办发〔2018〕14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方案：《阳泉市统计局 阳泉市商务粮食局关于印发<阳泉市新入

库批发与零售、住宿与餐饮业企业奖励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阳统字

〔2018〕58 号）

实施周期：2020 年 6-10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74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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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贸易统计奖励专项资金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王国成 0353-2296696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20.6.1-2020.10.30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况 优秀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

投入
74.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

资金
74.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依据

对满足条件的限下升限上的批零贸易住宿餐饮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为：批发业企

业奖励 3万元；零售业企业奖励 5万元；住宿餐饮业企业零售额在 500 万以上的奖励 5万元，

200-500 万的奖励 3万元。奖励明细为：一、批发业企业奖励 18 万元:3 万/家*6 家=18 万元；

二、零售业企业奖励 50 万元:5万/家*10 家=50 万元；三、餐饮业企业奖励 6万元：3 万/家*2

家=6 万元。合计 74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依据、

可行性、必要性）

为进一步提升贸易统计工作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服务阳泉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反映阳泉市消

费品市场的运行状况，《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贸易统计工作的意见》（阳政办发〔2018〕

14 号）和《阳泉市统计局 阳泉市商务粮食局关于印发<阳泉市新入库批发与零售、住宿与餐饮

业企业奖励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阳统字〔2018〕58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加强资金

支持。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积极扶持、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的准限上企业，对满足条件

限下升限上的涉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 4行业中约 18 家企业给予

一次性奖励，进一步提升贸易统计工作水平和质量，更好地服务阳泉经

济社会发展，更全面反映阳泉市消费品市场的运行状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奖励企业数 ≥18家

质量指标

指标 1： 奖励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指标 2： 受奖企业审核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 奖励资金拨付时间 2020 年 10 月前

成本指标

指标 1： 批发零售企业奖励标准
批发：3万元/家

零售：5万元/家

指标 2： 住宿餐饮企业奖励标准

零售额在 500 万以

上的奖励 5万元/

家，200-500 万的奖

励 3 万元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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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受奖企业经济收入情况 入库年度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扶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

的准限上企业
有效扶持

指标 2：
提升贸易统计工作水平

和质量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1： 奖励制度 可持续

指标 2： 统计监测 可持续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 受奖企业满意度 ≥90%

指标 2： 统计部门满意度 ≥90%

（2）项目名称：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工作经费

项目概述：为有效开展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工作，对我市多家企业、多

个行业进行周、旬、月、年等周期的监测，进一步提高信息采集质量、市

场分析能力。

立项依据：《山西省商务厅关于 2016 年度内贸流通统计监测资金使

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晋商运函〔2016〕342 号）、《山西省商务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晋商运函〔2017〕405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方案：《阳泉市商务粮食局内贸流通统计监测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阳商粮〔2018〕129 号）

实施周期：2020 年 5-8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8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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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工作经费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王国成 0353-2296696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20.5.31—

2020.8.30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况 优秀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

投入
8.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资

金
8.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

依据

一、市场监测资金：1、信息采集补贴 4.96 万元。2、信息泵数据采集补贴 0.5 万元。3、新增样本企业

补贴 1.5 万元。小计 6.96 万元。二、内贸流通统计资金：商贸流通统计监测资金 1.04 万元。以上合计

8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

依据、可行性、必要

性）

为有效开展内贸流通统计监测工作，落实《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度内贸流通统计监测资

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晋商运函〔2016〕342 号）、《山西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内贸流通统计

监测工作的通知》（晋商运函〔2017〕405 号）、《阳泉市商务粮食局内贸流通统计监测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阳商粮〔2018〕12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加强内贸流通统计监测资金支持。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对提供统计监测信息的至少 5家样本企业及至少 30 名信息员进行补助，对

开展行业市场调研、数据采集以及统计监测等工作提供工作经费，从而进一步保

障统计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信息采集质量、市场分析能力、预测预警能力

等，为经济决策、行业发展、企业经营和居民消费提供支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信息采集补贴人数 ≥30人

指标 2： 商贸流通业典型企业数 ≥5 家

质量指标

指标 1： 应补尽补率 100%

指标 2： 采集监测对象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 补贴资金拨付时间 2020 年 8 月前

指标 2： 统计监测时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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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指标 1： 商贸流通业典型企业补贴标准 800 元/家

指标 2： 信息采集补贴标准 20 元/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提升统计监测信息采集水平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统计监测机制 进一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 补助企业满意度 ≥80%

指标 2： 补助信息员满意度 ≥80%

（3）项目名称：电子商务发展专项经费

项目概述：为培育电子商务主体，促进电商产业发展，对我市网络零

售企业、电商项目等给予扶持。

立项依据：《阳泉市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实施意见》（阳政办发〔2016〕

25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方案：《阳泉市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实施细则》（阳政办发〔2016〕

69 号）

实施周期：2020 年 1-9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25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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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电子商务发展专项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李志光 0353-2296662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20.1.1-2020.9.30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

况
优秀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

投入
25.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

资金
25.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

依据
网络零售奖励、电商平台建设、电商产业园（孵化器）建设、农村电子商务等补助共计 25 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

依据、可行性、必要

性）

依据《阳泉市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实施意见》（阳政办发[2016]25 号）和《阳泉市加快发展电子商

务实施细则》（阳政办发[2016]69 号），培育电子商务主体，促进电商产业发展。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对网络零售额超过 3万元的电商企业按标准进行奖励，对本地具有影响力的

电商平台进行费用补助，对电商产业园（孵化器）视规模大小分别予以奖励，对

农村电商发展给予不超过 30%的资金补助，大力培养电商专业人才，对电商人才

培训给予经费补助。引导电商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加快我市电子商务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扶持奖励企业数 ≤10 户

指标 2：

质量指标
指标 1： 扶持企业审核准确率 100%

指标 2：

时效指标

指标 1： 资金拨付时间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

指标 2： 扶持企业审核时间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

成本指标
指标 1：

电商企业网络零售奖

励标准

零售额突破 50 万奖

励 3 万，零售额突破

100 万奖励 5万，零

售额突破 500 万奖励

10 万奖励,零售额突

破 1000 万奖励 15 万

指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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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带动电商营业额增加 有效带动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扶持、壮大电商企业 有效扶持

指标 2： 带动产业发展 有效带动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培育电子商务主体激

励机制
可持续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 1： 电商企业满意度 ≥95%

（4）项目名称：鼓励扩大进出口专项资金

项目概述：对我市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实行“统保”，其中省

财政实行 70%补助，市财政实行 30%补助，支持企业“走出去”。

立项依据：《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

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阳政办发〔2015〕80 号）

实施周期：2020 年 1月-2021 年 6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180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5）项目名称：内外贸发展--展会及会议经费

项目概述：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境外自办展等国内外

展会，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类交易会、博览会等平台，提高本土品牌知名度，

进一步推动我市产品、企业、产业“走出去”。

立项依据：广交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展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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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平台，每年由省商务厅要求各市组织企

业参加。自办展活动是国际市场开拓“千企百展”行动计划的重中之重。

省厅要求各市商务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征集本市外贸发展潜力大的企业

参展，同时鼓励各市组织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促进活动。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周期：2020 年 1-12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18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内外贸发展-展会及会议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孙存恩 0353-2296688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况 优秀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投入
18.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

资金
18.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

依据

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能博会等不少于 5 次展会，费用 16.6 万元；组织外贸企业参加

不少于 1 次培训，费用 1.4 万元，共计 18 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

依据、可行性、必要

性）

保持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加快转变商务发展方式，开创全市商务工作新局面。广交

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展会是我市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平台，每年由省

商务厅要求各市组织企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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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广交会、进博会、能博会等至少 5次国内外展会，组织外贸

企业参加至少 1 次培训，利用政府搭建的各类交易会、博览会等平台，提高本土

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推动我市产品、企业、产业“走出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参加各类展会次数 ≥5次

指标 2： 参加培训次数 ≥1次

质量指标

指标 1： 展会促成实际交易量 较上年增长

指标 2：

时效指标

指标 1： 参加展会时间 按计划准时参加

指标 2： 培训时间 2020 年 1 月

成本指标

指标 1： 差旅费补助标准 ≤180 元/人*天

指标 2： 参加培训成本 ≤1.5 万元/次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促进参展企业增收 促进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进一步推动我市产品、

企业、产业“走出去”
有效推动

指标 2：
提高本土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
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参展企业影响力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 参展企业满意度 ≥80%

指标 2： 组织单位满意度 ≥80%

（6）项目名称：阳泉市开发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工作经费

项目概述：完成我市开发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相关工作，包括研究提

出全市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研究拟订开发区整合、改制、设立、升级、

扩区和考核等各项重要管理制度；具体指导推动全市开发区整合改制扩区

调规和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工作等。



- 10 -

立项依据：《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调整市人民政府有关领

导组的通知》（阳政办函〔2018〕84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周期：2020 年 1-12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项

目预算 3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阳泉市开发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工作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吕怀宗 0353-2296692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况 无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

投入
3.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

资金
3.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

依据
用于阳泉市开发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开展相关工作的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支出 3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

依据、可行性、必要

性）

根据《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调整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组的通知》（阳政办函〔2018〕84

号），我市开发区建设领导组办公室设在阳泉市商务局，负责推动全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相关工作。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全年参加各类会议、培训、调研 12 人次，推动全市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工作。

全市各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项目承载能力提升，营商环境优化，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等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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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组织、参加各类会议、培

训次数
≥12人次

指标 2： 组织、参加各类调研次数 ≥12人次

质量指标

指标 1： 专款专用率 100%

指标 2：
完成开发区发展水平考

核任务
完成

时效指标

指标 1： 上级会议及培训 按时参加

指标 2： 调研及会议组织 适时开展

成本指标

指标 1： 差旅费补助标准 ≤180 元/人*天

指标 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提升项目承载能力 提升

指标 2： 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 市管开发区满意度 ≥80%

指标 2： 县管开发区满意度 ≥80%

（7）项目名称：法律顾问聘请费用

项目概述：聘请专业律师担任单位法律顾问，按年度支付律师费。提

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

立项依据：《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的通知》（阳办发〔2017〕22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周期：2019 年 8月-2020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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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1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2 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绩

效目标。

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法律顾问聘请费用
项目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葛石磊 0353-2296623

主管部门 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单位 阳泉市商务局

项目计划实施时间
2019.8.1

-2020.7.31
项目性质分类 事业发展类 以前年度项目绩效情况 无

资金情况（万元）

当年项目计划

总投入
1.00

其中：申请市级财政

资金
1.00

项目支出内容及测算

依据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按年度支付律师费 1 万元。

项目申请原因（设立

依据、可行性、必要

性）

贯彻落实《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厅 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

师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阳办发【2017】22 号） 精神，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

师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目标及效果
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聘请专业法律顾问两名，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工作开展提供法治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 聘请法律顾问人数 2人

指标 2：

质量指标

指标 1： 涉法问题办结率 100%

指标 2：

时效指标

指标 1： 资金支付时间 2020 年 7 月

指标 2： 解决涉法问题及时率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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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指标 1： 聘请费用标准 1万元/年

指标 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的能力水平
有效提高

指标 2：
促进依法办事，为工作开展

提供法治保障
有效促进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 单位满意度 100%

2、运转类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精准扶贫干部驻村工作经费和生活补贴

项目概述：为确保全市脱贫攻坚目标顺利实现，对驻村第一书记及工

作队队员工作经费及生活补助予以足额保障。

立项依据：《关于安排干部驻村帮扶工作经费及生活补助的通知》（阳

脱贫办发【2019】44 号）

实施主体：阳泉市商务局

实施周期：2020 年 1-12 月

本度年预算安排：2020 年市财政局阳财预〔2020〕13 号文件批复该

项目预算 5.5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预算绩效：该项目绩效目标由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汇总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