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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 

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通科技产业

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2020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23日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通政办发〔2020〕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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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2020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大项目突破年

活动，牢牢把握“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目标导向，将高质量要

求贯穿到开发园区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以项目的高质量引领园区

发展的高质量，特制定本考评办法。 

一、考评对象 

国家级开发区（5家）：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13家）：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如东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

业园区、启东经济开发区、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如东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

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皋港工业

园区（参照管理）。 

二、考评内容 

主要考评新开工项目和续建重特大项目，新竣工项目，项目

转化达产，盘活项目用地，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加

减分六项内容： 

（一）新开工项目和续建重特大项目（60分） 

1．新开工项目（55分） 

（1）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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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

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8

分）；其他开发园区（30分）。 

（2）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

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2

分）；其他开发园区（10分）。 

（3）新开工项目规模质量（15分） 

2．续建重特大项目（5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

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续建重特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

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分）；其他开发园区（2分）。 

（二）新竣工项目（8分） 

1．新竣工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

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

分）；其他开发园区（5分）。 

2．新竣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

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

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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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转化达产（12分） 

转化达产率7分；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5分。 

（四）盘活项目用地（20分） 

（五）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00分） 

主导产业项目集聚度52分，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48分。 

（六）加减分项（10分） 

重大外资项目2分；省级重大产业项目2分；项目当年亩均投

入3分；转化项目亩均税收2分；新增国家级平台1分。 

三、评分办法 

考评采取百分制及加减分法。其中，新开工项目和续建重特

大项目、新竣工项目、项目转化达产、盘活项目用地四项占考评

得分的85%；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占考评得分的15%。 

（一）新开工项目和续建重特大项目（60分） 

1．新开工项目（55分） 

（1）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①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

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分）；其他开发

园区（10分）。 

计分方法：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该项得满分；未完成目标

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含60%，下同）的按实际完成率得分；

完成率低于60%的不得分。 

②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

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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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2分）；其他开

发园区（20分）。 

计分方法：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该项得满分；未完成目标

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

不得分。 

（2）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 

①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数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开

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8分）；其他开

发园区（4分）。 

计分方法：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得该项得满分；未完成目

标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

的不得分。 

②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投资目标完成率。崇川经济

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4分）；其他

开发园区（6分）。 

计分方法：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该项得满分；未完成目标

任务但完成率高于60%的按实际完成率得分；完成率低于60%的

不得分。 

（3）新开工项目规模质量（15分） 

每新增一个计划总投资5亿元（含下限，下同）的单体项目

（服务业项目）规模分值为1分；每新增一个10～20亿元的单体

项目规模分值为3分；每新增一个20～50亿元的单体项目规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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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8分；每新增一个50～100亿元以上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20

分；每新增一个100～200亿元以上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50分；

每新增一个200亿元以上的单体项目规模分值为120分。每个项目

得分根据实际完成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比率乘以项目规模分值。

根据各开发园区得分（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

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得分乘以1.2的系数，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

州湾经济开发区得分乘以1.5的系数）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5分，

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续建重特大项目（5分） 

（1）续建重特大项目设备投资完成额。崇川经济开发区、

港闸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分）；其他开发园区

（3分）。按项目新增设备投资完成额进行排名，最高的开发园

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他开发园区按照相应分值的比值得分。 

（2）续建重特大项目投资完成率。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

经济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分）；其他开发区（2分）。

按项目已完成投资额占计划总投资比率进行排名，最高的开发园

区得相应分值的满分，其他开发园区按照相应分值的比值得分。 

（二）新竣工项目（8分） 

1．2018年和2019年开工工业项目竣工率。半年度、年度分

别设定竣工率目标为30%、60%。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

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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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分）；其他开发园区（5分）。 

计分方法分为基本分（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分为1分；其他开发园区基本分为3分）

和项目竣工率排名得分（2分）。 

基本分计分方法：完成序时目标竣工率的开发园区得基本

分，每低于5%，扣0.25分（基本分扣完为止）。 

排名得分计分方法：按项目竣工率对所有开发园区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2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2018年和2019年开工服务业项目竣工率。半年度、年度

分别设定竣工率目标为30%、60%。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

开发区、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分）；其他开发园区（3分）。 

计分方法分为基本分（崇川经济开发区、港闸经济开发区、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分为3分；其他开发园区基本分为1分）

和项目竣工率排名得分（2分）。 

基本分计分方法：完成序时目标竣工率的开发园区得基本

分，每低于5%，扣0.25分（基本分扣完为止）。 

排名得分计分方法：按项目竣工率对所有开发园区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2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三）项目转化达产（12分） 

1．转化达产率（7分） 

转化达产率=转化达产项目数/转化达产项目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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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达产项目基数包括2018年和2019年认定的未转化达产

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率进行排名，最高

的得该项满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5分） 

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转化达产项目净增应税销售收入/

转化达产项目数 

对各开发园区转化达产项目平均产出进行排名，最高的得该

项满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四）盘活项目用地（20分） 

计分方法：按土地盘活实绩与土地盘活计划的比率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20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五）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100分） 

1．主导产业项目个数占比（26分） 

按当年主导产业新开工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新开工10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26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2．主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26分） 

按当年新开工主导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新开

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

额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6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3．新兴产业项目个数占比（22分） 

按当年新兴产业新开工项目个数占各开发园区新开工10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比率进行排

名，第一名得22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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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比（26分） 

按当年新开工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额占各开发园区新开

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完成投资

额比率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6分，每降一个名次依次递减0.5分。 

（六）加减分项（10分） 

1．重大外资项目（2分） 

按重大外资项目标准计算各开发园区当期引进重大外资项

目得分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2．省级重大产业项目（2分） 

年度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服务业项目中列入当年省重大

项目计划的得0.5分，截止年底尚未开工的省级重大项目，年终

考核时扣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3．项目当年亩均投入（3分） 

按当年竣工项目实际亩均投入强度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5

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按新开工项目当年平均亩均投入

强度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5分，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4．转化项目亩均税收（2分） 

按当年转化项目亩均实缴税金额进行排名，第一名得2分，

其他开发园区按比值得分。 

5．新增国家级平台（1分） 

新获批一个国家级平台得0.5分，最高不超过1分。 

各开发园区对项目完成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上报，严禁

弄虚作假，如在考评中发现弄虚作假的，发现一起扣1分。 

四、考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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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项目建设协调督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项目办”）负责

综合考评工作。市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人社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商务局、文广旅局、行政审批局、统计局、金融监管

局负责初审。市税务局、南通海关等部门负责相关专项审核。市

项目办形成考评结果后，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五、结果运用 

（一）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得分=（新开工

项目和续建重特大项目得分+新竣工项目得分+项目转化达产得

分+盘活项目用地得分）×85%+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

得分×15%+加减分项得分。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产业项目建设考评最终得分=

其在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得分×70%+个性化考

评得分×30%。 

（二）按半年度对各开发园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排名；

按年度进行综合考评。 

（三）对半年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3

名的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半年度先进开发园

区流动红旗”。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参与授旗。 

（四）对年度考评得分排名第1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前3名的

省级开发区，分别授予“南通市项目建设年度先进开发园区”称

号。 

（五）对20亿元以上重特大高端制造业项目奖励按照市委办

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全市重特大高端制造业项目奖励办

法（试行）》（通办发〔2020〕1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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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考评结果纳入《南通市2020年度省级以上开发区

绩效考核实施办法》（通考发〔2020〕2号），与各开发园区绩

效考评相结合，与干部奖惩使用相结合。对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且排名最后1名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

连续2年考评排名最后1名且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国家级、省级

开发区主要负责人实行问责。 

六、相关说明 

（一）新开工项目认定办法 

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认定办法：有土建内容的项目，

施工许可证面积不少于5万平方米（20亿元项目施工许可证面积

不少于10万平方米，以此类推，下同）；无土建内容的项目，纯

设备投入不少于5亿元。都市工业综合体认定标准按照《市政府

关于支持南通市区都市工业综合体建设的意见》（通政发〔2019〕

6号）执行。 

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认定办法：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

务业项目包括计划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项目、

高端酒店，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企业总部、旅游项目，采取

一事一议办法确定的计划总投资50亿元以上的特色服务业项目

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电

子商务、节能环保服务、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数字文化等）：

当年缴纳社保人数新达到300人（其中高层次人才比例不少于

20%）全年连续缴纳个税和“五险一金”达到6个月以上的，视

同为1个5亿元项目，新达到500人视同为1个10亿元项目。高端酒

店：按照4星级以上标准建设，由知名酒店品牌运营管理，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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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超300人，视同为1个5亿元项目；按照5星级以上标准建设，

由知名酒店品牌运营管理，员工人数超500人，视同为1个10亿元

项目。企业总部：当年新增营业收入超10亿元，在南通市外有两

个以上分支机构，当年入库税金1500万元以上且在南通本地统一

缴纳企业所得税，当年缴纳社保人数达到20人以上的企业，视同

为1个10亿元项目。经市文广旅局组织认定的规模大、具有旅游

特色资源、民资占比高、当年完成投资3亿元以上的重特大旅游

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纳入服务业项目考评。当年新获

批国家4A级景区，认定为10亿元旅游项目；当年新获批国家5A

级景区，认定为50亿元旅游项目。 

（二）竣工项目认定办法 

2018和2019年开工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土

建内容的项目，主体厂房竣工，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

40%以上；纯设备投入项目，设备安装完成且设备投入额达到总

投资50%以上。 

2018和2019年开工的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竣工认定办法：有

土建内容的项目，建筑物竣工，外装修完成，设备安装完成，有

设备投入的项目，设备投入达到总投资40%以上；无设备投入的

项目最终认定实际完成投资须达到总投资80%以上。 

工业、服务业竣工项目均须提供产品或营业收入纳税凭证。 

（三）项目转化达产认定办法 

项目转化达产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已认定竣工；

（2）符合规模企业标准；（3）产出率≥60%。 

符合规模企业标准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按照标准实际进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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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企业名录的项目；二是原规模企业实施的项目，因项目实施新

增销售达到规上标准。 

产出率=项目应税销售收入净增量/项目计划总投资，项目应

税销售收入使用税务部门数据，且工业项目实缴增值税税金（含

免抵税额）占应税销售收入的比重不低于0.8%，服务业项目不

低于0.2%。 

（四）盘活项目用地认定办法 

盘活项目用地包括政府收储、企业转让等类型，盘活土地须

更换新的不动产权证。 

（五）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认定办法 

根据《关于促进全市开发园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通办发〔2017〕108号），鼓励支持开发园区从自身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出发，重点打造1个主导产业，扶持壮大1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见附件2），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和新开工5

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符合主导产业、新兴产业目录的予以认定。 

（六）项目评分操作 

新开工10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和投资目标完成率、新竣工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由市工信局会同市统计局、税务局初步

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办。 

新开工5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和投资目标完成率、新竣

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个数，由市发改委会同市科技局、商务局、

人社局、文广旅局、统计局、金融监管局、税务局初步认定评分

后，上报市项目办。 

项目转化达产考评、项目当年亩均投入、转化项目亩均税收



 

— 14 — 

考评由市统计局会同市税务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办。 

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项目集聚度和重大外资项目由市商务局

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办。 

省级重大产业项目由市发改委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

办。 

新增国家级平台由市科技局初步认定评分后，上报市项目

办。 

加减分项指标实行年度考评。 

（七）各开发园区将新开工亿元项目情况按时报市项目办备

案。 

 

附件：1．2020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主要

指标 

2．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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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0年全市开发园区产业项目建设 

综合考评主要指标 

地区 

新开工10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新开工5亿元以上

服务业项目 

盘活项目

用地 

个数 

投资 

完成额 

（亿元） 

个数 

投资 

完成额 

（亿元） 

亩 

全市合计 133 532 41 102.5 18550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60 4 10 3000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40 2 5 1000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40 2 5 1000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10 40 2 5 1000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 40 2 5 1000 

崇川经济开发区 4 16 5 12.5 600 

港闸经济开发区 2 8 3 7.5 600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15 60 3 7.5 1500 

如东经济开发区 7 28 2 5 1000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 4 16 2 5 500 

启东经济开发区 7 28 2 5 1000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7 28 2 5 1000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7 28 2 5 1000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8 32 1 2.5 1500 

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6 24 2 5 1000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8 2 5 500 

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12 2 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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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港工业园区 6 24 1 2.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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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市开发园区产业定位一览表 

地  区 
产业定位 

主导产业 新兴产业 

海安市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现代纺织 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如皋市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如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 

（服务外包） 
智能装备 

如皋港工业园区（参照管理） 新材料 智能装备 

如东县 
如东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电子信息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能源 新材料 

海门市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 船舶海工 智能装备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产业园区 高端纺织 新材料（纺织新材料） 

启东市 
启东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 新材料 智能装备 

通州区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能源和新能

源汽车 
电子信息 

崇川区 崇川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 智能装备 

港闸区 
港闸经济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 

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半导体、感

知元器件、大数据）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智能装备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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