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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预算单位为惠东县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我
局），项目实施由我局产业技术股和运行监测与民营经济发展股负
责。其中，产业技术股的主要职能：组织企业申报技术改造和技术
创新项目；运行监测与民营经济发展股的主要职能：负责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工作。
（二）项目的立项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 2018 年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专
项资金项目安排计划的通知》(惠市工信[2019]24 号)精神，2018
年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下达项目 3 个，惠州市海龙模具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大统营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和惠州爱而泰可包
装有限公司分别获得 2018 年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县
级奖补部分）专项资金 30.93 万元、64.57 万元、55.89 万元，共
计 151.39 万元；
根据《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业
企业转型升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惠市工
信[2019]212 号)精神，2019 年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下达
项目 2 个，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爱而泰可包装有限
公司分别获得 2019 年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惠性，县级奖补
部分）专项资金 38.51 万元、74.75 万元，共计 113.26 万元。
根据《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18 年惠州市进一步

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的奖励资金（支持
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项目计划的通知》（惠市经信[2018]562
号）精神，2018 年惠州市进一步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政策措施的奖励资金（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下达项
目 3 个，惠州铂科磁材有限公司、惠州圣莲毛织实业有限公司和惠
州伟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分别获得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
资金 40.03 万元、7.02 万元、1.83 万元，共计 48.88 万元。
因此，我局申请 2019 年度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313.53 万元，其
中，264.65 万元由产业技术股和负责，48.88 万元由运行监测与民
营经济发展股负责。
（三）资金评价年度和额度
2019 年度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313.53 万元，资金全部来自县级
财政资金，用于支付 2018 年和 2019 年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普
惠性，县级奖补部分）和 2018 年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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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主要用途与扶持对象
2019 年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事后奖补（普惠性）和支持
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两大类，其中，技术改造（普惠性，县级
奖补部分）获得支持企业共计 5 家次，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
励企业 3 家。
（五）资金分配方式
根据市的专项资金下达文件，2018 年和 2019 年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下达项目共 5 个，2018 年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
奖励企业 3 家，由财政直接支付给惠州市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大统营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惠州爱而泰可包装有限公司、惠州
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铂科磁材有限公司、惠州圣莲毛织
实业有限公司、惠州伟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企业。
（六）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进行奖补，支持制造业
企业成长壮大。
2、阶段性目标：
（1）2018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3 家；
（2）2019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2 家；
（3）2018 年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企业 3 家；
（4）2019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奋斗目标为 9%以
上；
（5）降低制造业成本；

（6）资金拨付及时率≥90%；
（7）奖补企业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等级和分数
2019 年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已完成项目目标，总体工作成效良
好。在项目资金管理方面还有改进空间。自评得分：95 分，综合评
价等级为：“良”。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为确保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顺利支出，2019 年度本项目预算经费
需要 313.53 万元。截止本次评价时点（2019 年 12 月 31 日），县
财政拨付资金 313.53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
2019 年度本项目实际支出为 313.53 万元，预算执行进度为
100%，无结余。具体资金支出明细见下表 2：
表 2 2019 年度项目支出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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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项目绩效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总目标：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进行奖补，支持制造业企业成
长壮大。
2019 年度阶段性目标：目标 1.2018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3 家；
目标 2.2019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2 家；目标 3.2018 年支持制造业
企业成长壮大奖励企业 3 家；目标 4.2019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奋斗目标为 9%以上；目标 5.降低制造业成本；目标 6.资
金拨付及时率≥90%；目标 7.奖补企业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2）目标完成程度
2019 年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①2018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3 家；
②2019 年事后奖补企业数量 2 家；
③2018 年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奖励企业 3 家；
④2019 年我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72.1 亿元，增速 10%；
⑤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

⑥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⑦奖补企业满意度达到 100%。
（3）效益实现情况
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情况。惠州市海龙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12287 万元，2019 年销售收入 14041 万元，同
比增长 14%；大统营科技（惠州）有限公司销售 2018 年销售收入
77300 万元，2019 年销售收入 93400 万元，同比增长 20.8%；惠州
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销售收入 49900 万元，2019 年销
售收入 53300 万元，同比增长 6.8%，惠州爱而泰可包装有限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17583 万元，2019 年销售收入 17263 万元，同比
降低 2.8%。惠州铂科磁材有限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10625 万元，
2019 年销售收入 13467 万元，同比增长 21.1%；惠州圣莲毛织实业
有限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20865 万元，2019 年销售收入 31142 万
元，同比增长 33%；惠州伟康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18 年销售收入
35154 万元，2019 年销售收入 34131 万元，同比降低 3%。
2、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有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2018 年度获得支持的 3 家企业
2017 年上缴税收合计 1990 万元；2019 年获得支持的 2 家企业 2018
年上缴税金合计 2400 万元。
（2）支持制造业企业成长壮大。2019 年我县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 72.1 亿元，增速 10%。超额完成 2019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 9%以上的奋斗目标。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本次自评工作发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奖补企业经济效
益未达预期。
三、改进意见
指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充分考虑项目产生经济效益和技术效
益的科学性，制定合理的项目项目量化绩效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