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征中学
项目名称*： 学校发展专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
2020年12月31日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学校发展专项是根据学校建筑面积安排的专项经费。学校首先用
于校舍修缮维护，其次可根据发展需要用于教师队伍建设、学校
课程建设以及学校其他教学发展项目。

立项依据*：
《普陀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普陀区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项目设立的目的在于不断改善普陀区教学软硬件条件，改善的
教育环境，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普陀区学校零星修理等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市
2017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等。

项目实施计划*： 确定经费使用对象；明确经费预算；规范经费使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改善教育环境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4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4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450,0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投入管理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区级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财务只能分离性 分离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项目管理 投入结构合理性 合理
资产管理 职能分工明确性 明确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其它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合理
其它 战略目标适应性 适应
其它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其它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征中学
项目名称*： 体教结合专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

2020年12月31日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为体教结合开展项目添置训练设施、训练器材；对体育训练参赛情况予
以补贴；对学生健身活动予以经费保障。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上
海市学生健康促进大会、上海市体教结合工作会议的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提高学生体质，落实我区“一人有多技、人人有一强、一校有一特”，
加强体育项目普及，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建立我区体育项目一条龙布局，推动各校设立“阳光体育发展项目”，
搭建区级阳光体育竞赛活动平台，建设足球、篮球、排球等多项体育专
项联盟

项目实施计划*： 确定经费使用对象；明确经费预算；规范经费使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93,4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93,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93,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93,40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 采购流程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工作计划完整性 完整

产出目标 质量 学生参与率 ≥90.0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规范
长效管理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充分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征中学

项目名称*： 教育综合改革专项补

贴

项目类别*： 政策类专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1/1 计划完成日期

*：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项目概况*： 根据市教委相关文件要求，特安排教育综合改革专项补贴，用于推进本区教

育领导综合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立项依据*： 1.《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市对区县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2.《关于下达2018年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市对区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配合区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关于普陀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建议》的要求，区政府在《普陀区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中，作出的全区教育改革和发

展总体部署，以及《上海市普陀区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5-2020年）》和
全区35个专项规划之一的《普陀区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2020年）》的全面安排，特安排此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区教育党工委、区教育局关于《普陀区教育系统各级领导班子贯彻执行“三

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普陀区教育局关于《教育系统专项资金监督管理

实施办法》、普陀区教育局关于《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普陀区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款项支付前的规范化工作》、《上海市2019年政府采
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区财政局关于《本区预算单位公务卡使

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和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支出进度，确保支出均衡。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推进本区教育领导综合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4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

（元）：

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0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管理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产出目标
时效 计划完成及时率 及时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基本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时效性 信息共享及时



上海市长征中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长征中学（盖章）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

项目类型*： 新增项目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政府采购*： 是 项目负责人*： 吴长江

联系人*： 费虹 联系电话*：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项目当年预算（元）

*：
180,000 项目上年预算（元）： 0

项目概况

因原有公务车辆使用时间已经达到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且维护费用逐年增加。为确保工作开展，设立公务用车购置项目，拟对达到
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车保证日常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

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上海市2017-

2018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等。《普陀区教育局关于申请

2019年度教育系统车辆更新的函》普教计〔2018〕12号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项目设立的目的在于不断消除学校车辆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教育教学工作正
常开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

、措施

"1、根据机管局与财政局车辆控办的批复进行车辆报废及更新。

2、《普陀区教育局关于印发<普陀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
法>的通知》普教计〔2015〕2号
3、《***车辆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在预算申报阶段，通过年度预算完成预算报审，根据机管局与财政局车辆控办的
批复进行车辆报废及更新。

项目总目标
根据机管局与财政局车辆控办的批复进行车辆报废及更新。

年度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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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限30字以内)


(限25字以内)


(限25字以内)


(限3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限2000字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