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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南京市分会 
2019 年度市级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 

（本报告参照市财政部门绩效重点评价结果公开）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

南京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 号）、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

政府会展办公室《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2018〕

9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委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6 月至 7 月对南京市 2019

年度会展发展专项资金开展财政绩效重点评价。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市会展办）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了

综合评价。根据绩效重点评价结果，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会展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聚合的特有

属性，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具有特定的促进作用。会展经济已经成为构建

现代市场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项目立项依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会展经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15〕

90 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15〕9 号）、《关于

印发《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2018〕9 号）。 

2019年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2800万元、省拨资金即 2019年商务发展资金（第

二批）487.85 万元，合计 3287.85 万元。其中专业类展览 2541.35 万，消费类展览 119.10

万、大型会议补助 587.40 万元、认证补助 40 万元。 

（二）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1、部门职能 

项目实施主体南京市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会展办”），负责南京市会展经

济日常工作。主要职责包括：（1）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市会展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促进会展

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和措施；（2）开展会展业调研，牵头研究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情况，分析、研究全市会展业发展业态；（3）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全市会展行业规范和标准，

规范会展市秩序，整合会展资源；指导市会展行业协会、会展经济研究会工作；（4）强化协

调服务功能，做好展会综合服务保障；（5）积极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展会，扶持、打造

地方品牌展会；（6）开展会展业和会展项目国内外宣传推广；（7）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合作，

推进全市会展业国际化发展；（8）负责组织开展会展专业人才的交流和培训；（9）负责对

会展业进行统计、评估，发布会展经济信息；（10）负责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11）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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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管理流程 

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由市会展办提出年度支出计划报市财政部门审核，市财政部门审核

后，按规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3、会展补助由市会展办受理申请后，会同市财政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或委托中介机构

进行审计后，提出补助计划，由市会展办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对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补助由市会展办和市财政部门联合下达补助计划，市财政部门根据公示结果，将补助资金拨

付到相关单位。 

（三）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由市财政按照《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统一安排，2019 年项目资金由市财政按《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统一安排，2019 年市财政批准项目资金预算 2800 万元，当年追加省级资

金即 2019 年商务发展资金（第二批）487.85 万元，实际使用 3287.85 万元，当年无资金

结余。 

（四）绩效目标 

1、中长期绩效目标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南京会展业发展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宁政办

发〔2018〕年 14 号）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城

市中心会展核心会展区、江北新区特色会展区、南京综合保税区与空港特色会展区、南部新

城特色会展区”（以下简称“一核三区”）城市新格局，会展城市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显著增强，

基本实现“国内领先、国际知名”会展名城目标。重点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展会 7

个、具有重大区域影响力的展会 15-20 个、高端国际会议项目 2-3 个，新增全球展览业协会

（UFI）等国际组织认证的展会项目 1-3 个、培育实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的南京会展主体 5

家、引进境内外知名会展企业 2-3 家。 

2、年度主要绩效目标 

力争年度 3 万平米以上展览面积达 120 万平米。引进境内外知名会展企业 1-2 家。 

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一）绩效评价目的 

客观评价 2019 年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在提升全市会展发展水平方面取得的成

效，反映会展发展专项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机制的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促进完善发展会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政策、

规范资金与项目管理，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此次项目绩效评价遵循四项原则：一是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

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

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三是实事求是原则。依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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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关注事权与财权匹配情况；四是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

产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财政部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预算绩效

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财预〔2013〕53 号）、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财政支出专项资金

绩效管理办法》（苏财规〔2010〕36 号）的要求，制定会展发展专项资金指标体统，详见

附表。 

3、评价方法  

本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

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

况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

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

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三）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1、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2、《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 号） 

3、《江苏省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苏财规〔2010〕36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苏发〔2019〕6 号） 

6、《南京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宁政办发〔2015〕1 号） 

7、《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2018〕9 号） 

8、《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

5 号） 

9、《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15〕9 号） 

10、《市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会展经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15〕90 号） 

11、《加快南京会展业发展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 

1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5 号）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2020 年 6 月初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与市财政局企

业处及绩效处就绩效评价目的、具体安排和政策要求进行咨询。 

市贸促会向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介绍部门基本情况、政策依据、部门年度工作目

标，提供部门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批准、执行、总结资料以及部门年度常规工作开展基本情

况，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形成绩效评价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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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实施 

6 月以来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方法、评价的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标准、问卷调查方案等。数月

来，项目组按照工作方案，经过了资料采集和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现场查看和报告撰写

等环节，顺利完成了绩效评价报告工作。 

3、分析评价 

本项目具体分析评价过程如下： 

（1）资料采集和分析 

2020 年 6 月项目组到市贸促会办公场所，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收集资料并对进行核查

分析形成工作底稿，小组内互相校核绩效评价工作底稿。 

（2）问卷调查 

2020 年 6-7 月项目组针对参展企业，定向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 70 个，实际收回 55

个。 

（3）访谈和现场查看 

根据工作方案，项目组对会展办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部门各项工作具体开展情况。 

（4）撰写报告 

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通过总结分析获取的各项资料得出评价数据，通过综合分

析，征求会展办意见，形成评价结论，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由于受时间和客观条件所限，评价组无法对本项目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逐

一复核；截止评价报告出具日部分会展类相关数据统计尚未正式公开发布，部分数据为市会

展办人员提供。受上述局限性影响，评价结论可能存在局限性。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评价结果 

本次评价依据《南京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结合会展行业特点，设

置了“项目管理”、“项目产出与效果”2 个一级指标，“项目设立”、“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项

目产出”、“项目效果”5 个二级指标；“项目立项及内容”、“资金使用合规性”等 23 个三级指标，

以现场采集的项目基础数据、收集的评价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信息为基础，综合应用成本效

益分析法、公众评判法、比较分析法等评价方法进行指标打分并形成评价结论。市财政绩效

重点评价项目组经审核判定，2019 年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0.64

分，评价等级为“优”。 

（二）绩效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紧扣《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南京会展业发展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宁

政办发〔2018〕年 14 号）发展目标要求：到 2020 年，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运转高

效的“城市中心会展核心会展区、江北新区特色会展区、南京综合保税区与空港特色会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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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新城特色会展区”（以下简称“一核三区”）城市新格局，会展城市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显

著增强，基本实现“国内领先、国际知名”会展名城目标。主动适应会展业发展的新常态、紧

抓战略发展机遇，更好的发挥现代服务业的引擎作用，加快推进会展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实现会展业新跨越。项目目标指向明确、具体。 

2、项目执行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资金使用及管理按照制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18〕9 号）

规定执行，专项资金按照项目单位申请、市会展办受理、审核、补助计划公示、市财政局拨

付资金等程序，使用与管理规范。 

2019 年 6 月，市贸促会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宁贸促字〔2019〕25 号、宁财企〔2019〕192 号），规定了会展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的

标准。8 月 6 日，市会展办发布了《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5 号），规定了申报范围及重点、申报、审核程序及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市会展办受理各申报单位的材料，经过市会展办审计以及聘请第三方中

介机构审核，针对 4 批次申请资料，并出具了苏正中核字〔2019〕007 号、25 号、76 号、

294 号四份审核报告。市会展办依据上述报告及其他部门查询信息，核定补助单位名单及金

额。 

根据宁财规〔2018〕9 号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

在履行相关程序的基础上，市会展办、市财政局分别以《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一批会展

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2 号 宁财企〔2019〕104 号）、《关于下

达 2019 年度第二批会展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4 号）、《关于下

达 2019 年度第三批会展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7 号）和《关于

下达 2019 年度第四批会展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9 号）分四批

对相关单位进行了补助。其中，专业类展览 2541.35 万元，消费类展览 119.10 万元，大型

会议类 587.40 万元，认证类 40.00 万元，补助金额合计 3287.85 万元。 

南京市财政局依据上述通知，分别在 2019 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向清单中受补助

单位拨付补助资金 1394.70 万元、713.30 万元、692.00 万元和 487.85 万元，合计拨付

3287.85 万元，拨付率 100%。 

（2）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南京市专门成立了南京市会展经济领导小组，由政府主管会展办公室的副市长担任领导

小组组长，成员包括政府部门、各区管委会、会展展馆等各方。2011 年 12 月，市编办批准

市贸促会增挂“南京市人民政府会展业办公室”牌子，作为全市会展业的行业主管部门承担

全市会展业发展有关工作。 

专项资金补助主要由市会展办和财政局实施，组织程序科学严谨。 

（3）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管理方面制定《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18〕9 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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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展会绿色通道启用管理办法》等。 

管理办法规定：“市会展办会同财政局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查：（1）

复核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2）符合财政补助或以奖代补的安排原则。（3）提交的相关文

件完整有效、包括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4）项目的场地租赁手续真实齐备。（5）

项目申报单位符合信用审查相关要求。（6）当年享受其他市级专项资金扶持的项目，原则上

不得重复享受。” 

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经检查相关申报等资料，项目实施符合相关制度等要求。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项目资金由市财政按《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统一安排，2019 年市财政批准项目资金预算 2800 万元，当年追加省级资金即 2019 年商务

发展资金（第二批）487.85 万元，实际使用 3287.85 万元，当年无资金结余。 

会展发展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支出情况按项目所属年度归集后情况见表 1： 

表 1： 2019 年度会展专项资金预算、拨入、拨出、结余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拨款金额 支出金额 结余 

1 专业类展览补助及奖励 2541.35 2541.35 2541.35 0.00 

2 消费类展览补助 119.10 119.10 119.10 0.00 

3 大型会议活动补助 587.40 587.40 587.40 0.00 

4 展览项目认证 40.00 40.00 40.00 0.00 

合计  3287.85 3287.85 3287.85 0.00 

（2）项目效率性分析 

2019 年会展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3287.85 万元，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2019 年度南京共举办各类展览 592 个，会议 3826 个，合计 4418 个；举办 3 万平方

米以上展览面积为 121 万平方米，完成目标值；举办 1 万平方米以上展览数量为 64 个，完

成目标值；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 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列

示，南京 2019 年全年举办展览总面积 512.30 万平方米，全国城市排名 5，完成目标值。 

评价期内，UFI 认证国际品牌展共 3 项，完成目标值；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办公室

发布的《2019 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列示，展览面积全国前 100 名无，未完成目标

值；展览项目的展览面积按行业细分 2019 年排名全国前全国 3 名的数量为 3 个，未完成目

标值。 

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简称 ICCA)发布了《2019 年统计排行榜》，2019 年举办国际会议

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西安、南京、深圳、广州、厦门、武汉。

南京列第 6 位，完成目标值。 

（3）项目效益性分析 

    经济效益方面：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获得扶持资金的会展企业实现总投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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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展览会议收入合计 3.13 亿元；展会期间的签约额为 215 亿元，均完成目标值。 

社会效益方面：《南京市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实现旅游

业总收入 2784.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住宿餐饮业零售额 602.15 亿元、增长 5.6%。  

环境效益方面：2019 年引进和推出环保新能源为题的项目共 2 个，为中国城市环境卫

生协会和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协会主办的中国环境卫生国际博览会、江苏省环境保护

厅主办的 2018 国际生态环境新技术大会。 

可持续性方面：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中数据，受补助公司 2018 年从业人数 2179 人，

2019 年从业人数 2373 人，增长 8.90%，未完成指标。从事会展经济与管理、会展策划与

管理人员比重为 49.05%，完成指标。 

社会满意度方面：评价组针对全市取得补助的会展企业进行满意度问卷抽样调查。此次

调查问卷采用发放问卷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 7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5 份，问卷有效回收

率为 71.43%。问卷设置“会展政策指南制定及内容”、“补助资金办理及发放”等 7 个指标，

最终社会满意度为 91.56%（详见下表），社会满意度情况较好。 

社会满意调查结果表 

指标 指标值范围 指标数值 满意度调查 

补助政策的宣传范围、方

式满意度 0-10 9.34 93.44 

政策（指南）的制定内容

是否满意 0-10 9.22 92.22 

补助的申请办理程序方

面满意度 0-10 9.33 93.33 

补助额度（金额）满意度 0-10 8.22 82.20 

补助款拨付的速度（及时

性）满意度 0-10 9.11 91.11 

对会展办工作人员对申

请企业的服务、管理满意

度 
0-10 9.64 96.41 

对会展发展的促进效果

满意度 0-10 9.22 92.22 

满意度得分   91.56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对市贸促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最终得分 90.64 分，依

据《江苏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规程》中的等级评定标准，评定为“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分会会展发展专项支出绩效评价得分表 

项目管理 项目产出 项目效果 
可持续发展

能力 
社会满意度 评价得分 

10 33 40 7 10 100 

10 33 33 5 9.64 90.64 

 



8 

 

五、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市财政绩效重点评价项目组对市贸促会（市会展办）2019 年度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中提出了一些存在问题和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存在的问题 

1、“国际知名”会展城市建设步伐需进一步加快。一是在提升国际认证会员数量方面有

待继续加强。截至 2019 年，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个人会员为 159

个。南京 UFI 认证项目 3 个，为 2019 年有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中国（南京）门窗暨

定制家居博览会、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览会；UFI 企业会员 5 个，分别为南京河西会

议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江苏贸促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南京

标雄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南京宁菲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二是会展业的国际化水平与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尚有较大差距。近年来南京市与国际知名会展协会、集团和组织

建立了有效联系，引进举办了一批国际学术会议、论坛和展览，但对标“国际一流”会展城市

的发展目标在引进国内外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层次展会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2、南京每年均举办了较多场次的展览及会议，但结合本地经济特点、地域优势看，尚

未完全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 

3、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中统计数据，受补助公司 2018 年从业人数 2179 人，2019 年

从业人数 2373 人，增长 8.90%，与预期目标相比，促进从业人数快速增长的力度还需进一

步加强。 

（二）建议 

1、采取多种措施，将南京市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国际会展城市。围绕南京“4+4+1”主导产

业体系，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国际化会展项目，促进全市相关产业发展；学习国际先进的

会展管理方法和标准，提升本市会展业水平。与国际知名会展协会、集团和组织建立深度合

作关系，引进国际知名会展机构在南京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南京企业合作成立会展实体。鼓励

支持南京市会展业市场主体加入全球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国

际展览与项目协会（IAEE）等国际性组织和国际知名会展机构。积极参与展览项目 UFI 认

证。进一步挖掘南京市教育和人才资源潜力，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国际会议项目，力争进入国

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或协会联合会（UIA）统计名录。 

2、根据城市经济的特点和城市产业结构特征，结合当地的产业和市场优势，举办符合

当地发展的会展活动，促进当地会展经济的发展，也带动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现代信息技术与会展经济交汇融合正成为趋势，大数据和智能化应用成为展览业创新升

级的新动能。会展经济得到了有效的发展，从高速增长正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目前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阶段。“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行业共识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展览服务商从单一业务模式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品牌服务商转型。需紧跟发展方向，

更快实现转型升级。 

3、相关部门应积极贯彻会展经济发展意见和 2018—2020 年行动计划要求，营造良好

的会展业发展环境，积极引进具有国际先进理念的会展业管理人才到南京就业，如聘请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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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行业专家做管理顾问；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的展览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有计划、有步骤

的培养会展行业专业技术人才。 

 

附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             



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设立 项目立项及内容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必要得1分，制定
量化、具体的目标得1分

2 2

项目立项依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会展经济发
展的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15]90号）、《市政府
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业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
[2015]9号）、《关于印发《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财规[2018]9号）。立项
依据充分、必要，已制定量化、具体的目标，已在贸
促会官网公告。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有规范、合理的会展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得1分，得到有效落实
1分

2 2
制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
[2018]9号），并得到有效的落实。

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补助资金专款专用率达到100%得2
分，否则不得分

2 2
2019年补助专项资金共3287.85万元（包含预算2800
万元和省拨资金487.85万元），已按计划全部拨付补
助单位，专款专用率为100%，完成指标。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
有健全、完善的会展项目选定及
评审机制、项目管理机制得2分，
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4 4

制定《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南京市会展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的通知》（宁会展办字[2019]5号）,并通过中
介机构审核、查询申报企业信用等综合考虑，核定受
补助的会展企业。

各类展会数量 2800个
达到2800个得3分，2500-2800之
间得2分，少于2500个不得分。

3 3
2019年度南京共举办各类展览592个，会议3826个，
合计4418个，达到指标值。

大型展览总计面
积

120万平方米
（3万平方米
以上）

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面积达120万
平方米得3分，100万至120万平方
米之间得2分，100万平方米以下
不得分。

3 3
根据各展馆举办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面积汇总表列
示，2019年3万平方米以上展览举办面积为121万平方
米，完成指标。

大中型展览数量
2019年：55
个（1万平方
米以上）

举办1万平方米以上展览数量55个
及以上得3分，50-55个得2分，50
个以下不得分

3 3
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举办1万平方米以上
展览数量为64个，达到指标值。

全年举办展览项
目总面积

全国前十
全年举办展览项目总面积全国排
名前十得3分，否则不得分

3 3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度中
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列示，2019 年，全国按展览
面积排名的前十个城市为：上海、广州、重庆、北京
、南京、青岛、成都、沈阳、深圳、昆明。南京全年
举办展览总面积512.3万平方米，全国城市排名5，完
成指标。

ICCA全国排名 全国前十
ICCA排名会议排名全国前十得3
分，否则不得分

3 3

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简称ICCA)发布了《2019年统计
排行榜》，2019年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别
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西安、南京、深圳、广
州、厦门、武汉。南京列第6位，完成指标值。

项目总投资 2.5亿元
获得扶持资金的会展企业实现总
投资2.5亿元，达到得3分，达不
到不得分

3 3
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获得扶持资金的会展
企业实现总投资5亿元，完成指标值。

受补助的会展企
业展览会议收入

展览会议收
入：2亿

规模展览会议收入达标3分，1.5
亿至2亿得2分，1.5亿以下不得分

3 3
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展览会议收入合计3.13
亿元，完成指标。

展览项目签约额 50亿元
获得扶持资金的展会项目签约额
50亿元，45亿到50亿得2分，45以
下不得分

3 3
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展会期间的签约额为
215亿元，完成指标。

展商和参展观众 达标

展览项目2019的展商数量（标准
值：5904），达标得2分，不达标
不得分；展览项目参展观众人数
（标准值：1321971）达标得2
分，不达标不得分；会议项目
2019的参会人数（标准值：
9184），达标得2分，不达标不得
分

6 6

根据受补助企业申报材料统计，2019年展览项目展商
数量为22824，完成指标；展览项目参展观众人数
2767543，完成指标值；会议项目的参会人数10300，
完成指标值。

国际型展览和会
议数量

达标
大中型国际展览和会议2019年不
低于30个，达标得3分，28-30个
得2分，28个以下不得分

3 3
国际展览共11个，国际型会议28个，合计39个，完成
指标值。

项目产出
（33）

各类展会
产出

项目投资
产出

数量产出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市分会
2019年度会展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指标名称
得分 得分解释标准值 评分标准 权重

项目管理
（10）

资金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得分 得分解释标准值 评分标准 权重

项目展览面积全
国排名

top100≥1
top3≥5

展览项目的展览面积2019年全国
前100名的数量不低于1项，达标
得3分，不达标不得分    展览项
目的展览面积按行业细分2019年
排名全国前全国3名的数量不低于
5项得3分，4项得2分，3项1分，3
项以下不得分。

6 1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度中
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列示，展览面积全国前100名
无，未达标不得分；展览项目的展览面积按行业细分
2019年排名全国前全国3名的数量为3个，分别为便捷
出行的第37届中国江苏国际自行车展、综合展的江苏
省 2019 届高校毕业生公益专场招聘会和江苏省暨南
京市2020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未完成指标，扣
2分。

新投产的展会比
例

全国平均值
2019年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达
标得3分，不达标不得分

3 3

国展场馆面积3.5万平（2019年无新增面积），博览
中心场馆面积11万平（2019年无新增面积），中国江
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场馆面积2万平（2019年底
投入使用），南京空港会展小镇一期3万平（2018年
开建-2020年投入使用）。综上，新增展会面积2万
平，所有展会使用面积16.5万平，新增比例13.79%。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度中
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列示，2019 年，全国投入运
营的展览场馆达292座，室内可供展览总面积为1197
万平方米，较2018年净增66.8万平方米，增长5.9%。
完成指标值。

带动其他相关产
业收入

达标

2019年会展带动旅游、住宿餐饮
相关产业收入（2019年标准值：
旅游业2657亿元（8%）、住宿餐
饮业598亿元（5%）），达标一项
得3分，总分6分。

6 6

《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全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784.95亿元，比上年增
长13.2%。住宿餐饮业零售额602.15亿元、增长5.6%
。

国内一流会展名
城建设

获奖获得认
证

2019年中国十大影响力会展城市
、中国会展最具办展幸福感城市
奖等全国性会展城市奖，  2019
年全国性展馆奖、企业奖和项目
奖等，每项得1分，总分6分，每
个奖项一分。

6 6

(1) 《中国会展》、中国会展业国际经贸论坛 中国
会展业金熊猫奖 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会展名
城；(2) 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 第18届中国会展业金
海豚大奖 壮丽70年·中国会展十大会展名城奖；(3)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2019 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
市；(4) 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十五周年荣誉证
书 “CEFCO十五周年荣誉地方承办单位”称号;(5)
全国会展工作委员会 2019中国会展品牌大奖 最具吸
引力会展城市;(6) 中国会展产业发展大会组委会《
第一会展》杂志2018-2019年度中国十大会展名
城;(7) 《中国会展杂志社》2019年度中国会展最具
办展福感城市等共9项奖项，完成指标。

国际知名会展名
城建设

达标获得认
证

评价期内UFI认证国际品牌展，增
加1项得1分，总分3分。引进国际
品牌展会落户南京，评价期内引
进3家境内外会展国际知名企业在
宁驻点投资得5分，2个得4分，1
个得2分，低于1家不得分； 评价
期建立与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
驻外机构等的稳定联系渠道，开
展多形式多层次对外会展经济交
流合作（2分） 评价期内发挥南
京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和
支持科学领域交流（2分）；评价
期内发挥南京产业集群优势，鼓
励和引导举办各种研讨会、产品
发布会（2分）； 评价期内引进
一批高端国际会议和论坛（2分）

16 14

评价期内，UFI认证国际品牌展共3项，完成指标，分
别为第十届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2019国际门窗
暨定制家具博览会、2019南京国际度假休闲及房车展
览会；引进国际品牌落户南京，引进中国环境卫生国
际博览会和2018德国信鸽文化博览会（DBA）南京展2
家在宁落户，扣1分；2019年建立与我国驻外使领馆
和其他驻外机构的稳定渠道，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对
外会展经济交流合作，该项需加强深度合作，扣1
分；发挥南京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和支持科学
领域交流，如ICCA数据库的会议，其中多为南京高校
的专业学院举办；发挥南京产业集群优势，鼓励和引
导举办各种研讨会、产品发布会，如第四届中国（南
京）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茶具用品展、
第十届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等；2019年已引进一
批高端国际会议和论坛，如第73届RILEM周暨可持续
土木工程创新材料国际会议（IMSCE）等。

环境效益 2个

引进和推出环保及新能源项目，
以环保新能源为主题的项目2个以
上的3分，1个得2分，少于1个不
得分

3 3

2019年引进和推出环保新能源为题的项目共2个，为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和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协会主办的中国环境卫生国际博览会、江苏省环境保
护厅主办的2018国际生态环境新技术大会。

获得扶持
资金的会
展从业人
员增长比

增长10%
获得扶持资金的会展从业人员实
现10%的增长得3分，9%-10%得2
分，8%-9%得1分，8%以下不得分

3 1
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中数据，受补助公司2018年从业
人数2179人，2019年从业人数2373人，增长8.90%，
未完成指标，扣2分。

可持续性 增长15%

以获得扶持资金的会展单位为调
查对象，从事会展经济与管理、
会展策划与管理人员比重达到
15%，得3分，10%-15%得2分，低
于10%不得分。

4 4
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中数据，从事会展经济与管理、
会展策划与管理人员比重为49.05%，完成指标。

满意度
（10）

社会满意
度

95%

针对全市会展企业（以取得补助
的会展企业为主，适度抽取未受
到补助的会展企业）进行满意度
问卷调查。满意度95%以上得10
分；90%-70%之间按比例得分，满
意度低于70%不得分。

10   9.64

2019年度共补助展览类64项，会议类13项，本次共发
放调查问卷70个，占比90.91%,实际收回55个，收回
比例71.43%。按照100分折算平均得分91.56分，按比
例折算得9.64分，扣0.36分。

100  90.64

经济和社
会效益

可持续发
展能力
（7）

合计

项目效果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