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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东府办〔2012〕126 号 

 

关于印发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关于印发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关于印发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关于印发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绩效评价及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绩效评价及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绩效评价及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绩效评价及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

核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二年八月三日 

    

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办法    

为科学评价全市及各镇街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成效，客观评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通过建立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体系，进一步

明确我市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和阶段性目标，结合东莞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条条条条    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 

全面了解我市加工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跟踪我市加工贸易发展质量的变化趋

势，评价加工贸易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情况，引

导加快转变加工贸易发展方式。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条条条条    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工作原则 

（一）必要性和针对性。全面、系统、客观地反映全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基本

情况，统筹兼顾加工贸易规模与效益，突出转型升级成效，力求使指标更具有针对性。 

（二）完整性和系统性。既注重反映加工贸易发展的自身绩效，综合评价加工贸

易发展的规模与结构、速度与效率、发展与创新、效益与民生，又注重评价加工贸易

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作用。 

（三）规范性和可行性。鉴于目前我市对加工贸易的相关统计还不够健全，在具

体设置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指标时，充分考虑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选取可量化的指

标，计算方法避繁就简。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条条条条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设设设设定定定定 

从总量规模变化、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技术创新变化等 14 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

形成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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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东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1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市统计局 

2 其中：涉外规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市统计局 

3 涉外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市统计局 

4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一、总量规

模变化 

5 加工贸易企业实际吸收外资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6 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7 一般贸易出口比重 % 市外经贸局 

8 
加工贸易企业拥有有效的国家及

省名牌名标数量 
个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 

9 
委托设计（ODM）+自有品牌

（OBM）混合生产出口比重 
%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10 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品牌拥有量 个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11 
其中：购买品牌数（通过收购方式

引入品牌） 
个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12 自创品牌数（国内注册商标） 个 市工商局、企业填报 

13 
与其他投资方共同拥有品牌数（参

股合作方式拥有品牌） 
个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二、生产经

营方式转变 

14 
加工贸易企业采购设备投入（含进

口和国内购买） 
亿元 

市外经贸局、市国税局、

东莞海关 

15 
参与标准制定、修订数量（含国

内，国际） 
个 市质监局、企业填报 

16 企业国内专利授权数量 个 市科技局、企业填报 

17 其中：发明专利数量 个 市科技局、企业填报 

三、技术创

新变化 

18 
加工贸易企业国家、省级、市级工

程技术中心数量 
个 市科技局、市外经贸局 

19 
加工贸易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

数量 
个 市人力资源局 

20 
加工贸易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 
家 市科技局 

21 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投入总额 亿元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22 
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总

额比重 
%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四、研发投

入变化 

23 
加工贸易企业新增产学研合作项

目数量 
个 市科技局、企业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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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工贸易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25 
涉外企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 市统计局 

26 加工贸易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27 加工贸易新兴产业企业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28 加工贸易新兴产业吸收外资金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29 
新增投资超千万美元的加工贸易

企业投资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五、产业发

展层次变化 

30 
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占全市实际

吸收外资总额比重 
% 市外经贸局 

31 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金额 亿元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32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企业数占加

工贸易企业比重 
% 东莞海关 

33 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业务量 次 东莞海关 

六、产业链

条延伸变化 

34 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进出口金额 亿美元 东莞海关 

35 对外贸易依存度 % 市统计局、市外经贸局 

36 外资企业国内销售总额 亿元 市国税局 

37 
外资企业国内销售总额占企业内

外销比重 
% 市国税局、市外经贸局 

38 新兴市场出口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七、市场结

构变化 

39 新兴市场出口比重 % 市外经贸局 

40 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量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41 加工贸易新兴产业产品出口总额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42 
加工贸易新兴产业产品出口占加

工贸易出口比重 
% 市外经贸局 

八、产品结

构变化 

43 
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合格率 
% 市质监局 

44 新开展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45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

比重 
% 市外经贸局 

46 
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为法人企

业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47 
来料加工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

比重 
% 市外经贸局 

九、经营主

体变化 

48 加工贸易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 万美元/家 市外经贸局 

十、淘汰落 49 2008 年以来拒绝不符合产业导向 宗 市外经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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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能 投资项目数量 

50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

元 
市统计局 

51 2008 年以来环保投入 亿元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十一、节能

减排 

52 
涉外规上工业企业能耗占规上工

业比重 
% 市统计局 

53 加工贸易企业员工培训投入 亿元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十二、人力

资源变化 54 
加工贸易企业大专学历以上从业

人员比重 
%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55 人均生产总值 元/人 市统计局 

56 加工贸易企业税收总额（含关税) 亿元 
市统计局、市国税局、市

地税局、东莞海关 

十三、效益

带动变化 

57 加工贸易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市外经贸局、企业填报 

十四、规范

经营管理 
58 海关 A 类以上企业数量 家 东莞海关 

    

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办法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办法    

为更好地推进我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建立公平、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

在制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加工贸易总量规模、经营结

构、经营效益、发展潜力四个方面，以重要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广泛性为原则选

取相关指标对各镇街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进行考核，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条条条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东莞，实现

高水平崛起”的战略部署，坚持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科学、

有效、公正地考核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充分调动镇街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

展战略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好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全力增创东莞对

外开放新优势。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条条条条 承担市委、市政府下达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预期工作目标的有关单位，可

参照本办法进行考核。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条条条条 工作实绩量化考核。将全市 32 个镇街进行统一标准考核。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条条条条 根据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部署和我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我市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年度工作量化考核主要包括总量规模变化、经营结构变化、经营效

益变化、发展潜力变化四个方面相关指标，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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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东东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莞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编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1 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亿元，% 市统计局 

2 涉外规上工业增加值及增速 亿元，% 市统计局 

3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增速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一、总量

规模变化 

4 加工贸易企业实际吸收外资及增速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5 对外贸易依存度 % 市统计局 

6 外资企业国内销售总额及增速 亿元，% 市国税局 

7 
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品牌拥有量（含母公司

品牌、国家及省名牌名标） 
个 

市外经贸局、市质

监局、市工商局 

8 
委托设计（ODM）+自有品牌（OBM）混

合生产出口比重 
% 市外经贸局 

9 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及增速 亿美元，% 市外经贸局 

10 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11 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12 
加工贸易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投入（含进口

和国内购买） 
亿元 

市外经贸局、市国

税局、东莞海关 

13 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为法人企业数量 家 市外经贸局 

14 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二、经营

结构变化 

15 来料加工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 % 市外经贸局 

16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及下降率 
吨标准煤/万

元，% 
市统计局 

17 涉外规上工业企业单位劳动力利润额 元/人 市统计局 
三、经营

效益变化 

18 
加工贸易企业税收总额及增速（不含关

税） 
万元，% 

市国税局、市地税

局 

19 设立研发机构（中心）数量及完成进度 家，% 市外经贸局 

20 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总额比重 % 市外经贸局 

21 新兴市场出口额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22 
新增投资超千万美元加工贸易企业投资

额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23 新增投资总额超亿美元项目数量 个 市外经贸局 

24 加工贸易新兴产业企业投资额及增速 万美元，%  市外经贸局 

四、发展

潜力变化 

25 企业国内专利授权量 个 
市科技局、市外经

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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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核结果运用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条条条条 根据年度工作量化考核结果，每年将给予表彰奖励。奖项设置如下： 

（一）综合奖。按照工作实绩量化考核指标综合总分设奖，排名前 16 位的镇街

为一等奖，其余为二等奖。 

（二）单项奖。根据镇街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实绩情况，对镇街在总量规模

变化、经营结构变化、经营效益变化和发展潜力变化进行单项评比，对各项排名前 5

位的镇街进行表彰。 

（三）末位谈话。对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在工作

实绩排名后 3 名的镇街，由市领导适时与镇街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 

第四章 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条条条条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成立市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小组，主要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市外经贸年度工作量化考核

工作，制定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考核评定计算方法和奖励制度等，负责全市外经贸年

度工作量化考核的其他日常工作。 

第七第七第七第七条条条条 考核小组根据我市目标管理和工作重点的要求以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

工作实际，每年可适当调整考核项目、考核项目权数和计分方法等。 

考核小组负责对各镇街和有关单位上报的年度报表资料进行核实，根据镇街各项

指标进行量化计分并排序，经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小组审查核定后，提交市

政府批准，每年年终向被考核镇街通报考核情况。 

第八第八第八第八条条条条 各镇街要高度重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考核工作，健全内部统计制度，指

定专人负责，积极配合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小组开展工作，确保考核数据的

客观性、真实性、时效性。 

第五章 考核工作纪律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条条条条 在考核工作中，考核责任单位、考核工作人员要严守考核工作纪律，不

能泄露考核秘密，不能设置障碍、干扰或妨碍考核工作，避免出现平均主义、主观化、

倾向化等不负责任的评比。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条条条条 要客观真实地评价被考核对象的工作，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虚报、瞒报、

伪造、篡改考核评比资料的，取消其当年该项目的评分；对因违反考核纪律导致考核

失实，情况严重的取消考核评比资格，并将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条条条条 以上规定由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考核小组负责解释并落实，我市

原有相关政策与以上规定不一致的，相应废止。 

            第十二第十二第十二第十二条条条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一年。 

 

資料來源: 東莞市人民政府網站 

http://zwgk.gd.gov.cn/007330010/201208/t20120822_3405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