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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教育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研究制定本区教育改革发展相关政策、标准和制度等，并组织实

施。 

（二）负责制定本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并组

织实施。落实推进教育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改革。承担区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 

（三）统筹规划和管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

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类教育工作，负责本区学前教育、各

级各类学历教育的招生和学籍管理工作。负责区域学校规模、结

构和空间布局调整。统计、分析和发布教育基本信息。 

（四）促进本区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制定并组织实施本

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升保教质量。牵头本区托育服务管

理工作，研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制定托育服务发展

规划，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托育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五）促进本区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本区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水平，促进高中优质特色多样发展，深化特殊教育医教

结合改革，做好中学民族班招生与教育教学管理。推进基础教育

课程教学改革。指导和推进学校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按标准

做好学校设施设备配置。 



 

 

（六）促进本区职业教育贯通融合发展。推动职业院校深化

教企合作,加强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组织开展中小学生职业

体验教育。加强职业教育教学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对困难群

体的就业培训。 

（七）促进终身教育泛在可选。配合区委协调推进学习型社

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工作。指导推进本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组织协调各类教育资源，发展社区教育、家庭教育、老年教育，

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开展各种市民教育活动等。 

（八）鼓励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各级各

类教育，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提出并落实对民办教育的政府扶持

政策。强化民办教育规范管理，负责民办教育机构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协调区相关部门，加强对民办教育的监管，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 

（九）规划、指导和管理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制定并落实教师队伍管理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教师队伍建设规

划。组织开展教师培训，优化队伍结构。负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协同区相关部门做好教师招录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等工作。会同

区有关部门做好区教育系统人事、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工资福利

等工作。 

（十）负责本区教育经费管理与监督。负责本级教育事业费、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统筹管理；负责本级教育国有资产的管理；

监督教育财政经费的预算执行和规范使用；会同区相关部门管理



 

 

教育基本建设项目；加强教育收费管理；负责区教育系统的审计

工作。指导、协调学校后勤改革、后勤管理和节约型校园建设。 

（十一）负责学校体育、卫生、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牵

头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

理、校车使用管理和监督。负责组织、指导学校开展国防、法治、

安全教育；监督、指导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本区学校的国际教育交流、与港澳台地区的教

育合作交流及教育对口帮扶工作。统筹推进本区教育信息化工作。

负责指导学校依法治校工作。 

（十三）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仅有一个单位的部门，本部分内容

为“机构设置”）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部门决算包括：上

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本级决算、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

位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1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本级）  

2 上海市新杨中学  

3 上海市桃浦中学  

4 上海市子长学校  



 

 

5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6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8 上海市沙田学校  

9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10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11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12 上海市铜川学校  

13 上海市真如中学  

14 上海市延河中学  

15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16 上海市兴陇中学  

17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18 上海市真北中学  

19 上海市怒江中学  

20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学校  

21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22 上海市光新学校  

23 上海市洛川学校  

24 上海市北海中学  

25 上海市洵阳中学  

26 上海市武宁中学  



 

 

27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28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29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30 上海市曹杨中学  

31 上海市宜川中学  

32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33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服务配送中心  

34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考试中心  

35 上海市普陀区学校会计结算服务中心  

36 上海市普陀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37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38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资产管理中心  

39 上海市普陀区中小学社会实践服务中心  

40 上海市澄源中学  

41 上海市普陀区甘霖初级职业技术学校  

42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43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44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45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46 上海市普陀区恒德小学  

47 上海市普陀区杨家桥小学  

48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小学  



 

 

49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50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第三小学  

51 上海市普陀区联建小学  

52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53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六小学  

54 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小学  

55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56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小学  

57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58 上海市普陀区启星学校  

59 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  

60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61 上海市普陀区陆家宅小学  

62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63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小学  

64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65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66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  

67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68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69 上海市普陀区小铃铛幼儿园  

70 上海市普陀区美墅幼儿园  



 

 

71 上海市普陀区金月亮幼儿园  

72 上海市普陀区金苹果幼儿园  

73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幼儿园  

74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八幼儿园  

75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六幼儿园  

76 上海市普陀区北石路幼儿园  

77 上海市普陀区杏山路幼儿园  

78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幼儿园  

79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第二幼儿园  

80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二村幼儿园  

81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幼儿园  

82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幼儿园  

83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幼儿园  

84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新村幼儿园  

85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幼儿园  

86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幼儿园  

87 上海市普陀区东新幼儿园  

88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幼儿园  

89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一村幼儿园  

90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新村幼儿园  

91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六村幼儿园  

92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二幼儿园  



 

 

93 上海市普陀区太山新村幼儿园  

94 上海市长征中学  

95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96 上海市江宁学校  

97 上海市梅陇中学  

98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99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  

100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翠英幼儿园  

101 上海市普陀区陆家宅幼儿园  

102 上海市普陀区童星幼儿园  

103 上海市普陀区康泰幼儿园  

104 上海市普陀区蘑菇亭幼儿园  

105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幼儿园  

106 上海市普陀区海贝尔幼儿园  

107 上海市普陀区普雄路幼儿园  

108 上海市普陀区石岚新村幼儿园  

109 上海市普陀区童的梦艺术幼儿园  

110 上海市普陀区银锄湖幼儿园  

111 上海市普陀区满天星幼儿园  

112 上海市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幼儿园  

113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才交流中心  

114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幼儿园  



 

 

115 上海市普陀区小红帆幼儿园  

116 上海市普陀区大风车幼儿园  

117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118 上海市普陀区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119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三幼儿园  

120 上海市普陀区劳动技术教育中心  

121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  

122 上海市普陀区退休教工管理中心  

123 上海市普陀区豪园幼儿园  

124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125 上海市普陀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  

126 上海市普陀区红樱桃幼儿园  

127 上海市普陀区白天鹅幼儿园  

128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129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130 上海市金鼎学校  

131 上海市普陀区阳光娃娃幼儿园  

132 上海市普陀区恒力锦沧幼儿园  

133 上海市普陀区秋月枫幼儿园  

134 上海市文达学校  

135 上海市普陀区汇丽幼儿园  

136 上海市普陀区乐怡幼儿园  



 

 

137 上海市普陀区绿地世纪城幼儿园  

138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城实验幼儿园  

139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140 上海市普陀区星河世纪城幼儿园  

141 上海市普陀区四季艺术幼儿园  

142 上海市普陀区杨家桥幼儿园  

143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144 上海市普陀区上河湾幼儿园  

145 上海市普陀区李子园幼儿园  

 

 



 

 

第二部分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部门决算表 

2019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02,079.2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上级补助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4,570.74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327,872.02 

六、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其他收入 14,608.96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479.62 

   九、卫生健康支出 14,972.52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1,219.53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二十二、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421,258.98 本年支出合计 426,121.33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余分配   

年初结转和结余 22,953.03 年末结转和结余 18,090.69 

总计 444,212.01 总计 444,212.01 



 

 

2019年度收入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收入 

合计 

财政拨款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

收入 

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合计 421,258.98 402,079.28 - 4,570.74 - - 14,608.96 

205     教育支出 322,919.85 303,882.60 - 4,428.28 - - 14,608.96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772.84 772.84 - - - - - 

205 01 01 行政运行 574.85 574.85 - - - - - 

205 01 99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197.99 197.99 - - - - - 

205 02   普通教育 207,203.82 198,739.14 - 3,288.93 - - 5,175.75 

205 02 01 学前教育 61,761.40 59,994.12 - 957.54 - - 809.74 

205 02 02 小学教育 50,547.87 49,409.46 - - - - 1,138.42 

205 02 03 初中教育 65,306.52 63,818.98 - - - - 1,487.54 

205 02 04 高中教育 29,273.70 25,516.58 - 2,331.38 - - 1,425.73 

205 0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314.33 - - - - - 314.33 

205 03   职业教育 5,838.41 5,285.15 - 420.58 - - 132.68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448.54 1,370.00 - - - - 78.54 

205 03 04 职业高中教育 4,389.88 3,915.15 - 420.58 - - 54.14 

205 04   成人教育 3,201.30 2,245.94 - 600.00 - - 355.36 

205 04 02 成人中等教育 43.45 42.85 - - - - 0.60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3,157.85 2,203.09 - 600.00 - - 354.76 

205 07   特殊教育 2,530.09 2,437.27 - - - - 92.81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1,758.38 1,699.57 - - - - 58.81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771.71 737.71 - - - - 34.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3,912.17 3,533.32 - - - - 378.85 

205 08 01 教师进修 3,912.17 3,533.32 - - - - 378.85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4,309.04 74,309.04 - - - - - 

205 09 03 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7,736.38 7,736.38 - - - - -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10,402.78 10,402.78 - - - - - 

205 09 05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1,407.00 1,407.00 - - - - -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4,762.87 54,762.87 - - - - -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25,152.18 16,559.90 - 118.78 - - 8,473.50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25,152.18 16,559.90 - 118.78 - - 8,473.5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741.32 45,598.87 - 142.46 - - -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5,277.97 45,135.51 - 142.46 - - -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7 10.37 - - - -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88.98 4,488.53 - 0.46 - -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28,250.23 28,108.23 - 142.00 - -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28.39 12,528.39 - - - - - 

208 08   抚恤 463.35 463.35 - - - - -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63.35 463.35 - - - - -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972.52 14,972.52 - - - -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972.52 14,972.52 - - - -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7.55 27.55 - - - -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944.97 14,944.97 - - - - -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6,405.77 26,405.77 - - - - -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405.77 26,405.77 - - - - - 



 

 

212 99 0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405.77 26,405.77 - - - -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219.53 11,219.53 - - - -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219.53 11,219.53 - - - -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133.73 11,133.73 - - - - -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5.80 85.80 - - - - - 

 



 

 

2019年度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

支出 

经营 

支出 

对附属单位

补助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合计 426,121.33 339,550.06 86,571.27 - - - 

205     教育支出 327,872.02 267,878.39 59,993.63 - - -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772.84 574.85 197.99 - - - 

205 01 01 行政运行 574.85 574.85 - - - - 

205 01 99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197.99 - 197.99 - - - 

205 02   普通教育 207,765.85 182,643.06 25,122.79 - - - 

205 02 01 学前教育 61,391.37 54,104.29 7,287.09 - - - 

205 02 02 小学教育 50,418.52 47,061.79 3,356.73 - - - 

205 02 03 初中教育 64,782.85 54,865.02 9,917.84 - - - 

205 02 04 高中教育 30,152.43 26,611.97 3,540.46 - - - 

205 02 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1,020.67 - 1,020.67 - - - 

205 03   职业教育 6,206.14 5,496.53 709.61 - - -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457.16 1,330.02 127.13 - - - 

205 03 04 职业高中教育 4,748.99 4,166.51 582.48 - - - 

205 04   成人教育 3,204.87 2,852.45 352.42 - - - 

205 04 02 成人中等教育 43.45 42.85 0.60 - - -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3,161.42 2,809.60 351.82 - - - 

205 07   特殊教育 2,585.41 2,332.88 252.53 - - -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1,823.09 1,651.08 172.01 - - -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762.33 681.80 80.52 - - - 



 

 

205 08   进修及培训 3,915.92 3,561.03 354.88 - - - 

205 08 01 教师进修 3,915.92 3,561.03 354.88 - - -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6,733.15 45,749.71 30,983.44 - - - 

205 09 03 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11,365.02 - 11,365.02 - - -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10,266.81 - 10,266.81 - - - 

205 09 05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1,465.04 - 1,465.04 - - -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3,636.28 45,749.71 7,886.56 - - -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26,687.84 24,667.88 2,019.96 - - -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26,687.84 24,667.88 2,019.96 - - -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479.62 45,479.62 - - - -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5,016.27 45,016.27 - - - -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7 10.37 - - - -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88.98 4,488.98 - - - -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988.53 27,988.53 - - - -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28.39 12,528.39 - - - - 

208 08   抚恤 463.35 463.35 - - - -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63.35 463.35 - - - -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972.52 14,972.52 - - - -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972.52 14,972.52 - - - -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7.55 27.55 - - - -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944.97 14,944.97 - - - -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 26,577.64 - - -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 26,577.64 - - - 

212 99 0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 26,577.64 - - -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219.53 11,219.53 - - - -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219.53 11,219.53 - - - -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133.73 11,133.7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5.80 85.80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02,079.2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304,700.49 304,700.49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337.17 45,337.17   

    九、卫生健康支出 14,972.52 14,972.52   

    十、节能环保支出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26,577.64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1,219.53 11,219.53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

出 
      

   二十二、其他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402,079.28 本年支出合计 402,807.34 402,807.34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807.27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079.22 6,079.22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807.2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总计 408,886.55 总计 408,886.55 408,886.55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 

功能分类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04,700.49 255,423.73 49,276.75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772.84 574.85 197.99 

205 01 01 行政运行 574.85 574.85 0.00 

205 01 99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197.99 0.00 197.99 

205 02   普通教育 197,275.60 179,369.53 17,906.07 

205 02 01 学前教育 59,680.97 53,146.74 6,534.23 

205 02 02 小学教育 49,078.68 47,061.79 2,016.89 

205 02 03 初中教育 63,105.90 54,865.02 8,240.88 

205 02 04 高中教育 25,410.05 24,295.99 1,114.06 

205 03   职业教育 5,118.60 5,075.95 42.65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370.02 1,330.02 40.00 

205 03 04 职业高中教育 3,748.58 3,745.93 2.65 

205 04   成人教育 2,252.45 2,252.45 0.00 

205 04 02 成人中等教育 42.85 42.85 0.00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2,209.60 2,209.60 0.00 

205 07   特殊教育 2,432.88 2,332.88 100.00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1,701.08 1,651.08 50.00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731.80 681.80 5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3,561.03 3,561.03 0.00 

205 08 01 教师进修 3,561.03 3,561.03 0.00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6,733.15 45,749.71 30,983.44 

205 09 03 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11,365.02 0.00 11,365.02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10,266.81 0.00 10,266.81 

205 09 05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1,465.04 0.00 1,465.04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3,636.28 45,749.71 7,886.56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16,553.93 16,507.33 46.60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16,553.93 16,507.33 46.6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337.17 45,337.17 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44,873.82 44,873.82 0.00 

208 05 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7 10.37 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4,488.53 4,488.53 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7,846.54 27,846.54 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2,528.39 12,528.39 0.00 

208 08   抚恤 463.35 463.35 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463.35 463.35 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972.52 14,972.52 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4,972.52 14,972.52 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27.55 27.55 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4,944.97 14,944.97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0.00 26,577.64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0.00 26,577.64 

212 99 0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26,577.64 0.00 26,577.64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1,219.53 11,219.53 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1,219.53 11,219.53 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1,133.73 11,133.73 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85.80 85.80 0.00 

              

              

              

              

              

合计 402,807.34 326,952.95 75,854.39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决算数 

经济分类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科目编码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5,407.72 265,407.72   

301 01 基本工资 39,017.65 39,017.65   

301 02 津贴补贴 5,214.57 5,214.57   

301 03 奖金 2.00 2.00   

301 06 伙食补助费 664.69 664.69   

301 07 绩效工资 135,565.21 135,565.21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7,959.50 27,959.5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2,609.21 12,609.21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5,058.01 15,058.01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0.00 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431.21 4,431.21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1,222.82 11,222.82   

301 14 医疗费 0.00 0.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3,662.84 13,662.84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1,278.35   51,278.35 

302 01 办公费 6,609.91   6,609.91 

302 02 印刷费 754.06   754.06 

302 03 咨询费 3.00   3.00 

302 04 手续费 24.77   24.77 

302 05 水费 569.12   569.12 

302 06 电费 1,731.37   1,731.37 

302 07 邮电费 224.56   224.56 

302 08 取暖费 0.00   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9,306.14   9,306.14 

302 11 差旅费 183.85   183.85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0.00   0.00 

302 13 维修（护）费 4,149.00   4,149.00 

302 14 租赁费 38.91   38.91 

302 15 会议费 0.00   0.00 

302 16 培训费 736.45   736.45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07.92   107.92 

302 18 专用材料费 2,061.10   2,061.10 



 

 

302 24 被装购置费 0.00   0.0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135.06   135.06 

302 26 劳务费 9,904.63   9,904.63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407.32   1,407.32 

302 28 工会经费 2,826.55   2,826.55 

302 29 福利费 4,028.55   4,028.55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5.55   135.55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15.78   15.78 

302 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0.00   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324.76   6,324.76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035.57 8,035.57   

303 01 离休费 461.12 461.12   

303 02 退休费 4,180.40 4,180.40   

303 03 退职（役）费 0.00 0.00   

303 04 抚恤金 504.91 504.91   

303 05 生活补助 6.57 6.57   

303 07 医疗费补助 0.00 0.00   

303 08 助学金 0.00 0.00   

303 09 奖励金 2,782.90 2,782.90   

303 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0.00 0.00   

303 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0.00   

310   资本性支出 2,231.30   2,231.3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444.75   1,444.75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574.52   574.52 

310 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2.32   32.32 

310 13 公务用车购置 0.00   0.00 

310 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0.00   0.00 

310 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4.21   4.21 

310 22 无形资产购置 4.28   4.28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171.23   171.23 

合计 326,952.95 273,443.29 53,509.66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机关运行 

经费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数 决算数 
84.47 

468.78 325.64 0.00 0.00 338.00 217.55 82.00 82.00 256.00 135.55 130.78 108.09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19年度资产负债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数量 价值 

年初数 年末数 年初数 年末数 

一、资产合计 —— —— 679,023.41 660,901.27 

（一）流动资产 —— —— 61,982.56 44,172.59 

（二）固定资产 —— —— 640,077.41 672,708.87 

其中：1.房屋（平方米） 1,569,976.94 1,557,290.67 466,171.76 486,406.80 

2.通用设备（台/套/辆） 108,387 109,366 106,067.11 114,016.34 

其中：（1）车辆（辆） 78 79 1,605.42 1,682.44 

一般公务用车 78 79 1,605.42 1,682.44 

执法执勤用车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其他用车         

（2）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不含车辆） 72 98 7,713.19 10,247.55 

3.专用设备（台/套） 33,966 33,941 30,124.74 32,485.76 

其中：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4 9 840.96 1,693.19 

4.其他固定资产 —— —— 37,714.85 39,799.97 

减：累计折旧及减值准备 —— —— 191,423.97 213,569.60 

（三）长期股权投资 —— —— 860.00 860.00 

（四）长期债券投资 —— —— - - 

（五）在建工程 —— —— 166,104.34 155,136.95 

（六）无形资产 —— —— 209.65 213.93 

减：累计摊销 —— —— 4.52 7.17 

（七）其他资产 —— —— 1,217.94 1,385.71 

二、负债合计 —— —— 34,687.19 27,979.65 

三、净资产合计 —— —— 644,336.21 632,921.62 

 

 

 

 



 

 

第三部分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

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收入总计为 444,212.01万元、

支出总计为 444,212.01 万元。与 2018年度相比，收入、支出总

计各增加 5,926.54 万元。主要原因：教育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增加。 

二、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421,258.9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02,079.28万元，占95.45%；事业收入4,570.74万元，占1.09%；

其他收入 14,608.96万元，占 3.46%。 

三、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426,121.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39,550.06

万元，占 79.68%；项目支出 86,571.27万元，占 20.32%。 

四、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

总体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

408,886.55万元。与 2018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

加 12,530.23万元，增长 3.16%。主要原因：教育支出、城乡社

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



 

 

保障支出增加。 

五、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02,807.34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4.53%。与 2018年度相比，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2,335.41 万元，增长 3.16%。

主要原因：教育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

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02,807.3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类）304,700.49

万元，占 75.6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45,337.12 万元，

占 11.2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14,972.52 万元，占

3.72%；城乡社区支出（类）26,577.64万元，占 6.60%；住房保

障支出（类）11,219.53万元，占 2.78%。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387,921.36万元，支出决算为 402,807.34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03.84%。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使用上

年结转项目资金。其中： 

1、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主要用于：教育行政单位的基本支出。年初预算为576.22万元，

支出决算为574.85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压

缩公用经费。 

2、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其他教育管理事务

支出（项）。主要用于：教育行政单位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235.60万元，支出决算为 197.99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年中压缩项目经费预算。 

3、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主要用

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48,027.29万元，

支出决算为 59,680.97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工

资福利支出增加。 

4、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主要

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小学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44,222.14万

元，支出决算为 49,078.68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5、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项）。主要

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初中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67,358.51万

元，支出决算为 63,105.90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年中部分工资福利支出预算资金调整为教育费附加资金。 

6、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中教育（项）。主要

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高中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23,969.56万

元，支出决算为 25,410.05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7、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初等职业教育（项）主

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初等职业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1,149.24万元，支出决算为 1,370.02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8、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职业高中教育（项）主

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职业中学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3,099.007 万元，支出决算为 3,748.58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9、教育支出（类）成人教育（款）成人中等教育（项）。

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成人中等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57.57

万元，支出决算为 42.85 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学生及教职工人数减少。 

10、教育支出（类）成人教育（款）成人高等教育（项）。

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支出。年初预算为

1,910.81万元，支出决算为 2,209.60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11、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特殊学校教育（项）。

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特殊学校支出。年初预算为 1,441.99

万元，支出决算为 1,701.08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12、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工读学校教育（项）。



 

 

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工读学校支出。年初预算为 680.01

万元，支出决算为 731.80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工资福利支出增加。 

13、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教师进修（项）。主

要用于：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年初预算为 2,557.77万元，

支出决算为 3,561.03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

中公用经费增加。 

14、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城市中小

学校舍建设（项）。主要用于：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城市中小学

校舍新建、改建、修缮和维护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7,940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1,365.02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上

年跨年度工程项目支出结转到本年使用。 

15、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城市中小

学教学设施（项）。主要用于：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城市中小学

校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1,231.38万元，支

出决算为 10,266.81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跨年

度学校教育设施设备采购项目结转到下年支出。 

16、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设施（项）。主要用于：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679万元，支出

决算为 1,465.04 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跨年度

职业教育项目结转到下年支出。 



 

 

17、教育支出（类）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教育

费附加安排的支出（项）。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外的教育费附

加支出。年初预算为 28,306.62万元，支出决算为 53,636.28万

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增加教育费附加预算。 

18、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

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59,091.12万元，支出决算为 16,553.93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教育局统筹经费及预备费细化到其他经费支出。 

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主要用于：实行归口管理的

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年初预算为 10.99万元，支出决算

为 10.37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退休人员活动费

上缴财政。 

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主要用于：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

支的离退休经费。年初预算为 4,496.85 万元，支出决算为

4,488.53 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结构变化。 

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机关事

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年

初预算为 28,011.01万元，支出决算为 27,846.54万元。决算数



 

 

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在职人员结构发生变化。 

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

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年初预算为

11,261.88万元，支出决算为 12,528.39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职业年金缴费计算基数增加。 

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主要用于：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463.35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调增抚恤金预算。 

2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主要用于：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年初预算为 27.55 万元，支出决算为

27.55万元。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2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主要用于：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年初预算为 13,345.94万元，支出决算

为 14,944.97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调整医疗保

险缴费基数。 

26、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

社区支出（项）。只要用于：其他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年初预

算为 17,255.60元，支出决算为 26,577.64万元。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年中调整智富名品城一贯制学校项目资金来源。 

2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

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年初预算为 9,885.6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1,133.73 万元。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调整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 

2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主要用于：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

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

于购买住房的补贴。年初预算为 92.04万元，支出决算为 85.80

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按照相关规定、人数等实

际应支出的购房补贴。 

六、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

支出 326,952.95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273,443.29万元，公用经

费 53,509.66万元。基本支出中： 

1、工资福利支出 265,407.72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51,278.35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



 

 

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

料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035.57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

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励金、其他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4、资本性支出 2,231.30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设备购置、

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其他资本性支出。 

七、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年初预算为 468.78 万元，支出决算为 325.64万元，完成预算的

69.4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217.55 万元，完

成预算的 64.3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108.09万元，完成预

算的 82.65%。2019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严格执行“八项”规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要求和标

准。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8年度减



 

 

少 11.21万元，降低 3.33%，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 4.37 万元，增

长 2.0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 15.58 万元，降低 12.60%。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的主

要原因是 2019年公务接待活动较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

算 217.55万元，占 66.8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108.09万元，

占 33.19%。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

团组 0个、累计 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17.55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 82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公务用车 5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135.55 万元。主要用于公车运行费

用，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

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

车保有量为 79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 108.09万元。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08.09万（含外宾接待支出 1.46万元）。



 

 

主要用于参加全市性、各区间的教育工作交流活动，接待应邀来

访、考察学习、技术指导和合作研究的学校和专家等执行公务或

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会场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接

待 4,115批次、45,386人次，其中：接待外宾 201批次、855人

次。 

八、关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84.47 万

元，比 2018年度减少 15.37万元，降低 15.39%。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压缩公用经费。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政府采购金额（以合同签订

为准）为 14,480.12 万元，其中：货物采购金额 4,970.85万元、

工程采购金额 2,928.70万元、服务采购金额 6,580.58 万元。 

2019 年度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10,121.71 万元，面向小微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6,073.02 万元。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政府采购项目中，由中

小企业供应商中标或成交的，采购金额 4,344.04 万元；在面向

小微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中，由小微企业供应商中标或成交的，

采购金额 2,606.42 万元；在其他政府采购项目中，由中小企业

供应商中标或成交的，采购金额 508.32万元。 

（三）车辆、房屋特殊占用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19 年度无车辆、房屋特殊占用情况

说明。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如下：本部门根据《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财

政局制定的<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普府办[2016]17

号），建立了财务部门牵头组织、项目责任部门协作配合、评价

机构具体实施的职责分工明确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全过程

绩效管理实施情况：编报绩效目标的2019年度项目35个，涉及预

算金额72,952.18万元；绩效跟踪评价的2019年度项目35个，涉

及预算金额72,952.18万元；绩效自评的2019年度项目35个，涉

及预算金额72,952.18万元，平均得分96.7分（其中，绩效评级

为“优”的项目35个；绩效评级为“良”的项目0个；绩效评级

为“合格”的项目0个；绩效评级为“不合格”的项目0个。绩效

自评中共发现问题1个，已经完成整改的0个，正在整改的1个）。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学校设备专项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具体实施处

（科室）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

资产管理中心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

（元） 
70,635,632.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

（元） 
70,635,632.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

目标 

项目总目标：本项目以《普陀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普陀区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为指导，通过满足普陀区各公立

学校及其他教育单位更新和添置设备的需求，不断改善区内各学校的教学硬件设

施，满足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需要，确保良好的教学环境，推进普陀区教育事

业的科学发展。 

项目年度目标：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确保资金及时、有效、合规地运用，采购、

验收及入账的过程合规；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和开展，保证及时满足各申请单位设

备更新和添置的需求，保证采购的设备能够被充分使用、并对教学起到较强促进

作用，设备接收学校和使用者对所采购的设备有较高的满意度；通过资产信息化

的管理手段对本项目涉及的资产进行管理，学校对于设备配备有专人进行管理，

本项目配置的学校资产的监督检查工作全面、有效。 

自评时间 2020 年 7 月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本项目以《普陀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普陀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指导，通过满足普陀区各公立学校及其他教

育单位更新和添置设备的需求，不断改善区内各学校的教学硬件设施，满足学校

教育和学生学习的需要，确保良好的教学环境，推进普陀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的细化和量化工作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 设计方案阶段要考虑充分，预算编制工作跟进及时。 

一

级

指

标 

指标名

称 
指标解释 

权

重 
评分规则 

自

评

分 

备

注 



 

 

投

入

与

管

理 

(36

分) 

财务

（资

产）管

理制度

的健全

性和执

行的有

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

全、完善、有效，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

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

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

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

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

（资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

规定。（1 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

应的监控机制；（1 分）④是否采取了

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2 段；（1 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

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控制。（1 分） 

5   

项目设

立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

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切

相关；（1 分）②是否符合部门（单位）

中期规划、年度目标和计划；(1 分）③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④项目是否经过本部门（单位）预

算评审；（1 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

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

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

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

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绩

效目标（1 分）②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

预算或资金量相匹配;（2 分）③是否将

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和指标值;（1 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

否细化和量化（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

流程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4

分）其中：科学细化量化的得 4 分，基

本细化量化的得 2 分，未细化量化的不

得分。 

6   

预算执

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

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 分；②

预算执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 90%得 6-8

分；③预算执行率 70%以上不到 80%得

4-6 分；④预算执行率 70 以下，不得分。 

6   

资金使

用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

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

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以及

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

公务卡、“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

（3 分）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1 分）③是否符合项

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1 分）

④资金使用是否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

关要求。（1 分） 

6   



 

 

 

项目管

理制度

的健全

性和执

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

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业务管理规定，是否

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

取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管

理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

整手续是否完备；（1 分）③项目合同

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

全;（1 分）④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

进、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

或手段。（1 分） 

4  

产

出

目

标 

(34

分) 

设备验

收合格

率 

设备合格率≥95% 10 
设备合格率≥85%得 6 分，每增加 5%分

值加 2 分 
10   

采购计

划完成

及时性 

年内是否完成预期制定的

目标 
10 年内完成预期得采购目标得 10分 10   

项目计

划完成

率 

项目计划完成率≥95% 14 
项目计划完成率≥85%得 2 分，每增加

5%分值加 2 分 
14   

效

果

目

标 

(15

分) 

设备交

付使用

率 

设备交付使用成率≥95% 4 
设备交付使用率≥85%得 2 分，每增加

5%分值加 1 分 
4   

使用者

满意度 
使用者满意度≥90% 4 

使用者满意度大于等于 80%得 2 分，每

增加 5%分值加 1 分。 
4   

学校满

意度 
学校满意度≥90% 4 

学校满意度大于等于 80%得 2分，每增

加 5%分值加 1 分。 
4   

有责投

诉率 
有毒投诉率为 0 3 有毒投诉率为 0 得 3 分 3   

影

响

力

目

标 

(15

分) 

资产信

息化管

理程度 

建立资产信息化管理 i 制

度并根据制定的制度执行

操作，达到预期效果。 

5 
（1）建立资产信息化管理机制 3 分；（2）

有效执行 2 分。 
5   

设备管

理人员

配备情

况 

设备管理人员是否具有资

质 
5 选用有资质的管理人员得 5 分 5   

学校资

产检查

完成率 

学校资产检查完成率≥

95% 
5 

学校资产检查完成率≥85%得 3分，每增

加 5%分值加 1 分 
5   

合

计 
    

100

.00 
  

96.

0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智富名品城一贯制学校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具体实施处

（科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

（元） 
100,0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

（元） 
100,00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

标 

项目总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项目年度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缓解了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按照教育资源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突

出重点、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满足了社会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需求。 

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的细化和量化工作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 设计方案阶段要考虑充分，要达到施工图的深度，预算编制工作跟进及时。 

一级

指标 

指标

名称 
指标解释 

权

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财务

（资

产）管

理制

度的

健全

性和

执行

的有

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

有效，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管理

制度对资金规

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以及

反映和考核项目

实施单位对资金

运行的控制情

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资

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1

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1 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

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2 段；（1 分）⑤是否按

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

控制。（1 分） 

5   

项目

设立

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

立过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的规范情

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

关；（1 分）②是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

规划、年度目标和计划；(1 分）③项目是

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④项

目是否经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1

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绩效

目标与预算是否

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绩效

目标（1 分）②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

资金量相匹配;（2 分）③是否将项目绩效

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

值;（1 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

化（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

量合适、单价合理。）（4 分）其中：科学

细化量化的得 4 分，基本细化量化的得 2

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分。 

8  

预算

执行

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

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

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 分；②预算

执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 90%得 6-8 分；③

预算执行率 70%以上不到 80%得 4-6 分；④

预算执行率 70 以下，不得分。 

6  

资金

使用

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

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和规

定，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规范和安

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政

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务卡、

“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3 分）②

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1 分）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

同规定的用途；（1 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

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1 分） 

6  

项目

管理

制度

的健

全性

和执

行的

有效

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

的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

和有效，项目实

施是否符合相关

业务管理规定，

是否为达到项目

质量要求而采取

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管理

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

是否完备；（1 分）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

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1 分）④

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

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1 分） 

4  

产出

目标 

(34

分) 

一次

性验

收合

格率 

一次性验收合格

率≥95% 
10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

分值加 2 分 
10   

工程

完成

及时

性 

年内是否完成预

期制定的工程 
14 

（1）年初建立各项工程进度得 4 分；（2）

施工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能及时进行协

调、解决得 6 分；（3）年内能完成年初预

定工程的 95%及以上得 3 分 

12   



 

 

 

工程

计划

完成

率 

工程计划完成率

≥95% 
10 

工程计划完成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

分值加 2 分 
10  

效果

目标 

(15

分) 

室内

环境

污染

物浓

度达

标率 

室内环境污染物

浓度达标率≥

95% 

5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达标率≥90%得 3 分，

增加 5%分值加 2 分 
5   

火灾

发生

率 

火灾发生率为 5 火灾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安全

事故

发生

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

为 
5 安全事故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影响

力目

标 

(15

分) 

长效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制度并根据制

定的制度执行操

作，达到预期效

果。 

4 
（1）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2 分；（2）有效

执行 2 分。 
4   

立项

决策 

是否根据相关政

策进行立项，并

能根据立项决策

进行操作，以达

到工程项目操作

的合法、合规 

5 

（1）工程项目立项前召开各部门的协调会

议得 2 分；（2）制定工程立项决策得 2 分；

（3）根据立项决策进行相关的操作得 1 分 

5   

部门

协助 

是否与其他各部

门建立协助机

制，以解决不同

的问题 

3 

（1）与各部门签订协助协议得 1 分；（2）

各部门之间能根据协议进行相互配合解决

问题得 2 分 

3   



 

 

 

配套

设施

到位

率 

配套设施到位率

≥95% 
3 

配套设施到位率≥85%得 1 分，没增加 5%

分值加 1 分 
3  

合计     100   96.0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上海托马斯实验学校 

新建工程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具体实施处（科

室）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 

基建管理中心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60,0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160,00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项目年度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缓解了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按照教育资源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

突出重点、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满足了社会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的细化和量化工作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 设计方案阶段要考虑充分，要达到施工图的深度，预算编制工作跟进及时。 

一级

指标 

指标名

称 
指标解释 

权

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财务（资

产）管理

制度的

健全性

和执行

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

度是否健全、完

善、有效，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

务管理制度对

资金规范、安全

运行的保障情

况，以及反映和

考核项目实施

单位对资金运

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资

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1 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

机制；（1 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

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2段；（1 分）

⑤是否按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

项目成本控制。（1 分） 

5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项目设

立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

立过程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

关；（1 分）②是否符合部门（单位）中

期规划、年度目标和计划；(1分）③项

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

④项目是否经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

（1 分）⑤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

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

（1 分） 

5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

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

绩效目标与预

算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绩

效目标（1 分）②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

算或资金量相匹配;（2 分）③是否将项

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和指标值;（1 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细化和量化（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

合规、数量合适、单价合理。）（4 分）

其中：科学细化量化的得 4 分，基本细化

量化的得 2 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分。 

8  

预算执

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

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

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 分；②预

算执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90%得 6-8分；

③预算执行率 70%以上不到80%得 4-6分；

④预算执行率 70 以下，不得分。 

6  

资金使

用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

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

和规定，项目资

金使用是否规

范和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政

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务卡、

“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3 分）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1 分）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

或合同规定的用途；（1 分）④资金使用

是否执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1

分） 

6  

项目管

理制度

的健全

性和执

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

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和有效，项

目实施是否符

合相关业务管

理规定，是否为

达到项目质量

要求而采取了

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管

理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

手续是否完备；（1 分）③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1

分）④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

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1

分） 

4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一次性

验收合

格率 

一次性验收合

格率≥95% 
10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分值加 2 分 
10  

工程计

划完成

率 

工程计划完成

率≥95% 
10 

工程计划完成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

分值加 2 分 
10  

工程完

成及时

性 

年内是否完成

预期制定的工

程 

14 

（1）年初建立各项工程进度得 4 分；（2）

施工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能及时进行协

调、解决得 6 分；（3）年内能完成年初

预定工程的 95%及以上得 3 分 

12  

效果

目标 

(15

分) 

火灾发

生率 
火灾发生率为 0 5 火灾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安全事

故发生

率 

安全事故发生

率为 0 
5 安全事故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室内环

境污染

物浓度

达标率 

室内环境污染

物浓度达标率

≥95% 

5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达标率≥90%得 3

分，增加 5%分值加 2 分 
5   

影响

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

理制度

健全性 

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制度并根

据制定的制度

执行操作，达到

预期效果。 

4 
（1）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2 分；（2）有效

执行 2 分。 
4   

部门协

助 

是否与其他各

部门建立协助

机制，以解决不

同的问题 

3 

（1）与各部门签订协助协议得 1 分；（2）

各部门之间能根据协议进行相互配合解

决问题得 2 分 

3   

配套设

施到位

率 

配套设施到位

率≥95% 
3 

配套设施到位率≥85%得 1 分，没增加 5%

分值加 1 分 
3   

立项决

策 

是否根据相关

政策进行立项，

并能根据立项

决策进行操作，

以达到工程项

目操作的合法、

合规 

5 

（1）工程项目立项前召开各部门的协调

会议得 2 分；（2）制定工程立项决策得

2 分；（3）根据立项决策进行相关的操

作得 1 分 

5   

合计     
100

.00 
  96.0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2019 年度学校加固和

大修项目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具体实施处

（科室）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基

建管理中心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

（元） 
51,25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

（元） 
51,25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

标 

项目总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项目年度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缓解了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按照教育资源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突

出重点、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满足了社会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需求。 

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的细化和量化工作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 设计方案阶段要考虑充分，要达到施工图的深度，预算编制工作跟进及时。 

一级

指标 

指标

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

分 
备注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财务

（资

产）管

理制

度的

健全

性和

执行

的有

效性 

项目的财务

制度是否健

全、完善、有

效，用以反映

和考核财务

管理制度对

资金规范、安

全运行的保

障情况，以及

反映和考核

项目实施单

位对资金运

行的控制情

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资

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1

分）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

（1 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

要的监控措施或手 2 段；（1 分）⑤是否按

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控

制。（1 分） 

5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项目

设立

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

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

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关；

（1 分）②是否符合部门（单位）中期规划、

年度目标和计划；(1 分）③项目是否按照

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④项目是否

经过本部门（单位）预算评审；（1 分）⑤

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

目标

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

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绩

效目标与预

算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绩效

目标（1 分）②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

资金量相匹配;（2 分）③是否将项目绩效

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

（1 分）④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

（主要体现为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

适、单价合理。）（4 分）其中：科学细化

量化的得 4 分，基本细化量化的得 2 分，未

细化量化的不得分。 

6  

预算

执行

率 

反映项目预

算执行的进

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①

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分；②预算执

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 90%得 6-8 分；③预

算执行率 70%以上不到 80%得 4-6 分；④预

算执行率 70 以下，不得分。 

8  

资金

使用

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和规

定，项目资金

使用是否规

范和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政管

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包括公务卡、“三

公”经费、政府采购等）；（3 分）②资金

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

分）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

用途；（1 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行预算管

理改革的相关要求。（1 分） 

6  

项目

管理

制度

的健

全性

和执

行的

有效

性 

与项目直接

相关的业务

管理制度是

否健全、完善

和有效，项目

实施是否符

合相关业务

管理规定，是

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

而采取了必

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管理

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

是否完备；（1 分）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

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1 分）④

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验

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1 分） 

4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一次

性验

收合

格率 

一次性验收

合格率≥95% 
10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

分值加 2 分 
10   

工程

计划

完成

率 

项目计划完

成率达到

100% 

10 
项目计划完成率≥80%得 14 分，每增加 5%

分值加 5 分。 
10   

工程

完成

及时

性 

年内是否完

成预期制定

的工程 

14 

（1）年初建立各项工程进度得 4 分；（2）

施工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能及时进行协调、

解决得 6 分；（3）年内能完成年初预定工

程的 95%及以上得 3 分 

12   

效果

目标 

(15

分) 

室内

环境

污染

物浓

度达

标率 

室内环境污

染物浓度达

标率≥95% 

5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达标率≥90%得 3 分，

增加 5%分值加 2 分 
5   

火灾

发生

率 

火灾发生率

为 0 
5 火灾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安全

事故

发生

率 

安全事故发

生率为 0 
5 安全事故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影响

力目

标 

(15

分) 

立项

决策 

是否根据相

关政策进行

立项，并能根

据立项决策

进行操作，以

达到工程项

目操作的合

法、合规 

5 

（1）工程项目立项前召开各部门的协调会

议得 2 分；（2）制定工程立项决策得 2 分；

（3）根据立项决策进行相关的操作得 1 分 

5   

长效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制度

并根据制定

的制度执行

操作，达到预

期效果。 

4 
（1）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2 分；（2）有效执

行 2 分。 
4   



 

 

影响

力目

标 

(15

分) 

部门

协助 

是否与其他

各部门建立

协助机制，以

解决不同的

问题 

3 

（1）与各部门签订协助协议得 1 分；（2）

各部门之间能根据协议进行相互配合解决

问题得 2 分 

3   

配套

设施

到位

率 

配套设施到

位率≥95% 
3 

配套设施到位率≥85%得 1 分，没增加 5%分

值加 1 分 
3   

合计     100.00   96.00   

 

2019 年度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万里实验幼儿园（万

泉路分园）新建工程 
预算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具体实施处（科

室）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

基建管理中心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

（元） 
35,0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

（元） 
35,00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

标 

项目总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项目年度目标：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缓解了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按照教育资源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突

出重点、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满足了社会对优质

教育资源的需求。 

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的细化和量化工作不够全面。 

改进措施 设计方案阶段要考虑充分，要达到施工图的深度，预算编制工作跟进及时。 

一级

指标 

指标名

称 
指标解释 

权

重 
评分规则 自评分 

备

注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财务

（资

产）管

理制度

的健全

性和执

行的有

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

全、完善、有效，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

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

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

运行的控制情况。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

（资产）管理办法；(1 分）②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

度的规定。（1 分）③是否已制定或

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1 分）④是

否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

控措施或手 2 段；（1 分）⑤是否按

项目进行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

成本控制。（1 分） 

5   

项目设

立的规

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责密

切相关；（1 分）②是否符合部门（单

位）中期规划、年度目标和计划；(1

分）③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 分）④项目是否经过本部

门（单位）预算评审；（1 分）⑤事

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

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

算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报送

绩效目标（1 分）②绩效目标是否与

项目预算或资金量相匹配;（2分）③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绩效指标和指标值;（1 分）④项目

预算编制是否细化和量化（主要体现

为依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适、

单价合理。）（4 分）其中：科学细

化量化的得 4 分，基本细化量化的得

2 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分。 

8   

预算执

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

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况打

分）①预算执行率在 90%及以上得 8

分；②预算执行率大于 80%以上不到

90%得 6-8 分；③预算执行率 70%以上

不到 80%得 4-6 分；④预算执行率 70

以下，不得分。 

6   

资金使

用的合

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规

定，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

范和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理制度，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包括公务卡、“三公”经费、政府

采购等）；（3 分）②资金的拨付是

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 分）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

的用途；（1 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

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1 分） 

6   



 

 

投入

与管

理 

(36

分) 

项目管

理制度

的健全

性和执

行的有

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

和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

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是

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

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业务

管理制度；（1 分）②项目调整及支

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1 分）③项

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

料是否齐全;（1 分）④是否采取了有

效的项目推进、质量检查、验收等必

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1 分） 

4  

产出

目标 

(34

分) 

一次性

验收合

格率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95% 10 
一次性验收合格率≥80%得 4 分，每增

加 5%分值加 2 分 
10   

工程完

成及时

性 

年内是否完成预期制定

的工程 
14 

（1）年初建立各项工程进度得 4 分；

（2）施工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能及时

进行协调、解决得 6 分；（3）年内完

成年初预定工程的 95%及以上得 3 分 

12   

工程计

划完成

率 

工程计划完成率≥95% 10 
工程计划完成率≥80%得 4 分，每增加

5%分值加 2 分 
10   

效果

目标 

(15

分) 

安全事

故发生

率 

安全事故发生率为 0 5 安全事故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火灾发

生率 
火灾发生率为 0 5 火灾发生率为 0 得 5 分 5   

室内环

境污染

物浓度

达标率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达

标率≥95% 
5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达标率≥90%得

3 分，增加 5%分值加 2 分 
5   

影响

力目

标 

(15

分) 

长效管

理制度

健全性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制度

并根据制定的制度执行

操作，达到预期效果。 

4 
（1）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2 分；（2）

有效执行 2 分。 
4   

立项决

策 

是否根据相关政策进行

立项，并能根据立项决策

进行操作，以达到工程项

目操作的合法、合规 

5 

（1）工程项目立项前召开各部门的协

调会议得 2 分；（2）制定工程立项决

策得 2 分；（3）根据立项决策进行相

关的操作得 1 分 

5   

部门协

助 

是否与其他各部门建立

协助机制，以解决不同的

问题 

3 

（1）与各部门签订协助协议得 1 分；

（2）各部门之间能根据协议进行相互

配合解决问题得 2 分 

3   

配套设

施到位

率 

配套设施到位率≥95% 3 
配套设施到位率≥85%得 1 分，没增加

5%分值加 1 分 
3   

合计     100   96.00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主要是：高中学费收入等。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非同级财政补助收入、

其他非财政专项资金等。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

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

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

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九、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

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指单位使用本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参加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

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全国性专业会议、

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

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反映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

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

用经费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