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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专项（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项目）背景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而设立的，由

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安排残疾人人数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各类用

人单位按年度缴纳的，属政府性专项基金。 

（二）专项（项目）依据  

1、《无锡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实施意见》（锡委发〔2017〕58 号） 

3、《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锡委发

〔2010〕59号） 

4、《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锡

政发〔2017〕59） 

5、《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残疾人之家”建设实

施意见的通知》（锡政办发〔2017〕218号） 

6、《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十三五”残疾人事业

发展规划的通知》（锡政办发〔2016〕238 号） 

7、《无锡市发展残疾人专项服务的扶持办法》（锡政办发

〔2010〕308号） 

8、《无锡市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锡政办发〔2010〕309） 

9、《关于印发无锡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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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通知》锡财综〔2017〕9号 

10、转发江苏省财政厅《关于明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锡财综〔2016〕20号） 

11、关于印发<无锡市残疾人和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

车实施办法>的通知》（锡残〔2011〕31号） 

1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

纲要的通知》(国发〔2016〕47 号) 

13、《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 号） 

14、中残联与中宣部、国家发改委等 11个部委下发的《关

于加强残疾人文化建设意见》（残联发〔2012〕7号） 

15、《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苏

政发〔2016〕99号） 

16、《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残疾人事业

发展纲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169 号） 

17、《关于明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苏财综〔2016〕64号） 

18、《关于印发江苏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苏财综〔2017〕2号） 

19、《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实施

江苏省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苏

人社发〔2016〕474 号） 

20、省残联等十部门单位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实

施意见（苏残发〔2016〕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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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省残联关于印发江苏省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苏残发〔2017〕29 号） 

22、《江苏省残疾人宣传文化工作“十三五”实施方案》、《关

于开展省级残疾人文化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三）专项（项目）组织管理 

无锡市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的主管部

门，主要职能有将残疾人代表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融为

一体的市级人民团体机关：代表残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

合法权益；开展各项业务和活动，直接为残疾人服务；承担政

府委托的部分行政职能，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 

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处负责残疾人就业扶持、就业能力培

训、就业奖励和部分残疾人服务与扶持项目的预算编制、执行

和跟踪管理。 

教就处负责残疾人救助和部分残疾人服务与扶持项目的预

算编制、执行和跟踪管理。 

办公室、维文处、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和残疾人托

养中心负责部分残疾人服务与扶持和部分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项目的预算编制、执行和跟踪管理。 

（四）专项（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残疾人就业扶持、就业能力培训、就业

奖励、残疾人救助、服务与扶持、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等六大

类 50 小项。 

1.残疾人就业扶持补助 

主要用于支付残疾人就业社保补贴、残疾人就业实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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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按摩就业扶持、残疾人创业扶持等。 

2.残疾人就业能力培训补助 

主要用于支付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通过集训选拔参加省、

市残疾人技能比赛，组织选手集中培训参加省残疾人专干、专

委竞赛等。 

3.残疾人就业奖励 

主要用于支付按比例超比例安置残疾人的单位的就业补

贴。 

4.残疾人救助 

主要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贫困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生活自理困难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无生

活能力保养金，医疗康复手术补助等。 

5.残疾人服务与扶持补助 

主要用于残疾人庇护、托养机构扶持，专干专委的定额补

贴，购买残疾人就业服务补贴，康复机构康复质量管理经费，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等。 

6.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经费 

主要用于开展残疾人文体活动，“脊柱侧弯残疾预防与康复

干预”中小学筛查及康复辅具包，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

心异地扩建等。 

（五）专项（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19 年，无锡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3830.39 万元，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698.97 万元（因下属事业

单位下半年改变性质导致专项资金调增 594.44 万元），调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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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58.61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4270.75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6.75%；全年实际支出 4111.4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6.27%。详

见《无锡市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

行情况表》（附表 1）。 

二、评价组织与实施过程 

为了能更好的管好用好财政资金，确保政府投入的资金能

推进项目的发展，需要通过绩效评价来对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专项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资金的使用

成效作出总体评价，评价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完整的指标

体系上进行。 

（一）在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当年完成情况基本摸清的基

础上，编制工作方案，并在上级考核指标和预算编制时编制的

绩效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十三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以及

年初省残联部门下达的目标任务，确定最终的绩效评价方案。 

（二）业务处室和下属资金使用单位填报基础数据表。填

报过程中，计财处做好配合，确保各类数据填写真实、准确。 

（三）数据核查。根据业务处室和下属单位填报的基础数

据逐项核查，评估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合理性，与财政资金使

用情况逐一进行核对，审核资金支出的规范性、合理性。同时

审核第三方评估资料，对部分购买服务项目，已有第三方评估

的，借鉴使用第三方评估资料，并结合业务部门编写的绩效小

结参考使用。 

（四）数据整理分析。对基础数据、指标数据、第三方满

意度问卷调查结果等一一进行整理，核准数据资料的真实性，



6 

 

确保评价结论的准确性。 

（五）汇总各类信息数据，进行指标数据的总体评估，撰

写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一）业绩综合情况 

2019年，无锡市残疾人就业保障专项绩效目标共 51 个，完

成 46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90.2%。其中：总体绩效目标 5 个，

完成 4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80%；明细项目绩效目标 46 个，完

成 42 个，绩效目标完成率 91.3%。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附表 2）。 

经自我评价，无锡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 2019年度评分

为 96 分。详见《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表》（附表 3）。 

（二）主要绩效指标分析 

依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结合项目资金的使用

现状和管理状况，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共设专项管理和评价

指标二大类。其中：专项管理共设一级指标 3 项、二级指标 8

项；评价指标共设一级指标 3项、二级指标 35项。 

专项管理类指标：根据资金流设计了使用情况、规范运作

和目标设置三项指标。使用情况主要从预算调整率、预算执行

率和支出合规性三个维度进行考察。规范运作指标主要考察：

项目实施配套办法齐全；项目按照规定程序运行，如项目按照

管理办法执行，政府采购等手续完备；后续跟踪到位，相关检

查考核记录齐全等。目标设置主要考察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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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性。 

评价指标，根据指标要求共设置了总体指标、明细指标和

满意度指标三项。 

1.总体指标 

（1）城镇残疾人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保障残疾人生

活的重要指标，年初预算目标为 90%，实际完成 92%。 

（2）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体现无锡市就业年龄段残疾

人就业现状，年初预算目标为 55%，实际完成 55%。 

（3）残疾人培训人数年初预算为 1203 人，实际完成 1274

人。 

（4）残疾人服务与扶持人数年初预算为 28368人，实际完

成 28058 人。 

2. 明细指标 

（1）生活自理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 230人，实际完成

130 人，因“残疾人之家”从事辅助性就业人员规范化管理要求，

不符合规定的不再享受相关补贴，年内调减绩效目标人数 80人。 

（2）资助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入学数年初预算

为 540 人，根据阳光扶贫工作要求，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不能

重复享受补贴，2019 年调减目标值 130人，实际完成 414 人。 

（3）残疾人就业奖励年初预算为 360 人，因实际人数不足

调减 118 人，2019 年实际完成 242 人。 

3. 满意度指标 

社会满意度指标年初预算值 80%，根据第三方绩效评价，实

际完成数为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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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成效 

（一）教育就业创新发展。 

一是挖掘就业服务新内涵。构建高质量残疾人就业服务体

系，制作残疾人用工说明书，进行岗位开发、个性化培训，实

现人岗匹配。举办残疾大学生就业训练营，大学生就业率达到

97%。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来无锡调研残疾人就业工

作，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残疾人劳动就业专业委员会年

会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服务实践研讨会在无锡召开。 

二是帮助残疾人圆大学梦。成立无锡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

学院，面向全市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开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

培训，开设本科、专科及中专各学历层次专业课程。 

三是提供辅助性就业新服务。充分发挥辅助性就业劳动项

目调配中心功能，搭建辅助性就业产品宣传和销售平台，举办

辅助性就业产品展能大赛。探索开展分散按比例就业、集中就

业、自主创业和辅助性就业的融合发展，促进辅助性就业向正

规就业转移。四是调整事业单位职能。将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

心和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合并为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从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调整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更加突出残疾人

就业服务指导职能。 

（二）保障水平整体提升。 

一是“两项补贴”应补尽补。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残疾人两

项补贴工作和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

业重度残疾人单独纳入低保政策的落实。全市有 5851 名残疾人

享受低保，有 27430 名残疾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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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7名重度残疾人享受护理补贴。 

二是商业保险拓展范围。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

制度，落实省残联与中国人寿江苏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将残疾

人保险项目拓展到门诊、住院、大病、各类意外、住院津贴等

范畴。 

三是托养服务精益求精。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推进“自理增

能工程、欢乐康复工程、提效增收工程、精神残疾和自闭症托

养保障能力提升工程”等创新项目，同时紧盯困难残疾人家庭

实际需求，推出面向社区残疾人家庭的“喘息”服务,开展入户

康复治疗和托养照料指导，提供家庭解困托养服务。托养中心

党建工作创特色创品牌，获评无锡市“先锋党支部”。四是重点

项目有序推进。市政府投资约 2.8 亿元建设无锡市残疾人综合

服务基地，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满足 600

名 0-6 岁、200 名 7-17 岁少年儿童的康复教育，并解决了残疾

人文体活动的场地。目前已经申领施工许可证。 

（三）文体宣传蓬勃发展。 

一是宣传引导加大影响。今年市盲协主席严三媛、市残疾

人托养中心分别获得“全国自强模范”和“全国优秀残疾人之

家”荣誉称号，严三媛作为全国优秀残疾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

作了八分钟的演讲。市残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锡市

残联党建助残阳光行动》MV登上了学习强国平台。组织残联“开

放日”暨媒体采风活动和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评选活动。市残

联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和“残疾预防公益宣传短片”在无锡

地铁、公交车和市民中心的宣传屏上滚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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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体活动精彩纷呈。8月底在天津举办的第十届全国残

疾人运动会上，我市运动员奋力拼搏，勇创佳绩，共夺得 19块

金牌、8块银牌、4 块铜牌。由无锡市承担训练、比赛和保障任

务的江苏省残疾人坐式排球队不畏强手，荣获女子团体银牌、

男子团体第四名。市残联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

表彰为 2015-2018 年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 

三是公益创投有效运作。组织实施“生命的力量”残疾人

宣讲团、盲人听世界 APP 等 25 个助残公益创投项目。江阴市“生

命的力量”宣讲志愿服务项目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文明实践

志愿同行”第四届江苏志愿服务展示交流会上喜获银奖。这些

公益创投项目不仅展示了我市残疾人自强风采，还满足了残疾

人多样化需求，25 个助残公益创投项目的服务受益残疾人达

1943人。 

（四）扶贫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阳光扶贫。做好市残联 4 条资金线数据录入与维护，

阳光扶贫工作按市纪委要求全面推进，做好查线到人、人在线

上，监督检查市本级阳光扶贫工作，及时处置预警信息。 

二是结对扶贫。市残联与宜兴市芳桥街道后村村开展帮扶

结对，并结合党建活动对村支部建设和困难残疾人提供帮扶，

2019 年底后村村成功脱贫。三是对口扶贫。为对口扶贫海东残

联 200余名残疾人、残疾人工作者及扶贫干部举办 10期培训班，

向海东市（县、区）捐赠扶贫资金和物资近 100 万元。在第九

届中国（无锡）国际文化艺术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无锡市残联

与海东市残联一起举办“让无锡看见海东之美”两市残疾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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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品联展，反映了“大美青海·风情海东”“彩陶故乡·醉美

海东”的民族特色文化和河湟艺术文化。这次联展既是两地结

对帮扶的重要举措，也是两地残疾人风采的展示，成为本届文

博会一大亮点。 

（五）维权工作提质提效。 

一是开展劳动监察。作为我市“双随机”抽查事项，市残

联会同市人社局等部门组织对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劳动监察，

实地抽查全市用人单位 70余家，保障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积

极宣传残疾人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残疾人                                                                                                                           

就业的氛围。 

二是维护残疾人权益。全年共受理残疾人网上、来信、来

访 681批（件）次，信访件办结率 100%，涉法涉诉件办结率 100%。

市残联 2018 年、2019年连续两年被市委办、市政府办评为市人

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十大创新务实办理举措，实现“双

连冠”。三是满足需求导向。全年对 344户低收入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组织残疾人代步车置换（更新）工作。 

五、主要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待提高 

根据省市文件要求、十三五规划及 2019年工作重点，2019

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共设置绩效总目标 5 个，明细目标 46

个。当年调减目标 7 个，未完成目标 5 个，绩效目标调整率为

13.72%，目标完成率为 90.2%，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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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结构中就业类补贴有待提高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方面支出 483.15万元，占总经费的比

例为 11.74%，其中残疾人就业扶持支出 143.52万元，残疾人就

业能力培训 138.46 万元，残疾人就业奖励 61.61万元、其他残

疾人就业支出 139.5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本是为促进残疾

人就业保障而设置的专项资金，相较而言，残疾人培训就业方

面的资金支出偏少。 

（三）部分项目年度任务目标未完成 

2019年初预算绩效目标共有 51项，其中总目标 5项、明细

目标 46项，实际完成 46项，没有完成的 5 项，完成率为 90.19%。

部分指标目标值偏高，未结合本年度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预测。

如残疾人就业奖励项目年初目标为 360 人，年中调减 118 人，

随着三年政策期满，目标值没有逐年减少，仍按上年数字编制

预算。 

六、相关建议 

（一）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及预算执行率 

建议提高预算编制的预见性、科学性、合理性，加强预算

前期调研和可行性分析工作，同时加强事中管理，对预算执行

率不高的明细项目深入分析，找出偏差原因，及时调整预算。 

（二）加大就业类项目投入，提升残疾人就业保障能力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主要用于残疾人就业扶持、就业培训、

服务、残疾人救助、残疾人服务与扶持等，建议加大就业类项

目投入，做好残疾人就业培训、实训等项目，加强项目跟踪与

监控，切实提升残疾人就业保障能力，提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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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绩效。 

（三）科学设置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的设置既要体现该专项设置的要求，和中央、省、

市相关目标相匹配，又要以工作实际出发，贴合项目实际。建

议根据以前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当年度的实际情况，结合

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科学合理确定当年绩效目标。在年中，因

政策调整或项目实际完成进度情况发生预算调整时，绩效目标

值也要科学合理调整。 

 

附表：1.无锡市 2019 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预算

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2.无锡市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表 

3.无锡市 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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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公章）：

序号 专项（项目）资金名称
预算安排数
（万元）

预算调增数
（万元）

预算调减数
（万元）

调整后预算数
（万元）

实际支出数
（万元）

预算调整率
（%）

预算执行率
（%）

备注

合     计 3830.39 698.97 258.61 4270.75 4111.43 6.75% 96.27%
因下属事业单位下半年改变性质导致专

项资金调增594.44万元。

1 残疾人就业扶持 141.7 11.34 5.75 147.29 143.52 8.00% 97.44%

2 残疾人就业能力培训 157.32 2.29 155.03 148.03 1.46% 95.48%

3 残疾人就业奖励 96.96 35.3 61.66 61.61 36.41% 99.92%

4 残疾人救助 800.34 101 699.34 679.24 12.62% 97.13%

5 残疾人服务与扶持 1380.84 5.19 9 1377.03 1311.24 0.65% 95.22%

6 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 1253.23 682.44 105.27 1830.4 1767.79 8.40% 96.58%
因下属事业单位下半年改变性质导致专

项资金调增594.44万元。

7

8

9

10

……

日期： 2020.6.3 联系电话： 82729653

说明：

    5.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调整后预算数*100%。

    6.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增减变动相应填入预算调增数和预算调减数，并在备注栏中进行说明。

    7.开展跨年度绩效评价的专项（项目）仅2019年度填写此表。

无锡市2019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

填表人：陆静华

    1.“专项（项目）资金名称”填写三级项目名称，若评价对象已为三级项目，则“专项（项目）资金名称”填写下一级项目名称。

    2.“预算调增数”、“预算调减数”均填正数。具体以按规定报市政府同意的调整数计算，可剔除因政府新出台政策及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确定的重大事项而导致的预

    3.若无预算调整，则调整后预算数=预算安排数。

    4.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年初预算安排数*100%；本公式中预算调整数取三级项目“预算调减数”合计数与“预算调增数”合计数相比孰大者。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