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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主管全区教育工作的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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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本级

2 上海市真如中学

3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4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5 上海市宜川中学

6 上海市桃浦中学

7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8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南校

9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10 上海市曹杨中学

11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12 上海市长征中学

13 上海市新杨中学

14 上海市延河中学

15 上海市兴陇中学

16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17 上海市真北中学

18 上海市怒江中学

19 上海市北海中学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部门预算是包括教育局本部以及下属138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138家，具体包括：
 



20 上海市洵阳中学

21 上海市武宁中学

22 上海市梅陇中学

23 上海市普陀区梅陇实验中学

24 上海市子长学校

25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26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27 上海市沙田学校

28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29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30 上海市铜川学校

31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32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33 上海市光新学校

34 上海市洛川学校

35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36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37 上海市江宁学校

38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39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40 上海市金鼎学校

41 上海市文达学校

42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43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44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西校

45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校

46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

47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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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

59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

60 上海市普陀区朝春中心小学

61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小学

62 上海市普陀区华阴小学

63 上海市普陀区平利路第一小学

64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一小学

65 上海市普陀区树德小学



66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67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68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东校

69 上海市澄源中学

70 上海市普陀区甘霖初级职业技术学校

71 上海市普陀区启星学校

72 上海市普陀区小铃铛幼儿园

73 上海市普陀区美墅幼儿园

74 上海市普陀区金月亮幼儿园

75 上海市普陀区金苹果幼儿园

76 上海市普陀区真光幼儿园

77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八幼儿园

78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六幼儿园

79 上海市普陀区北石路幼儿园

80 上海市普陀区杏山路幼儿园

81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幼儿园

82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第二幼儿园

83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二村幼儿园

84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幼儿园

85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幼儿园

86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幼儿园

87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新村幼儿园

88 上海市普陀区回民幼儿园



89 上海市普陀区白玉新村幼儿园

90 上海市普陀区东新幼儿园

91 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幼儿园

92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一村幼儿园

93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新村幼儿园

94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六村幼儿园

95 上海市普陀区沪太新村第二幼儿园

96 上海市普陀区太山新村幼儿园

97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

98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翠英幼儿园

99 上海市普陀区陆家宅幼儿园

100 上海市普陀区童星幼儿园

101 上海市普陀区康泰幼儿园

102 上海市普陀区蘑菇亭幼儿园

103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幼儿园

104 上海市普陀区海贝尔幼儿园

105 上海市普陀区普雄路幼儿园

106 上海市普陀区石岚新村幼儿园

107 上海市普陀区童的梦艺术幼儿园

108 上海市普陀区银锄湖幼儿园

109 上海市普陀区满天星幼儿园

110 上海市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幼儿园

111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中心幼儿园



112 上海市普陀区小红帆幼儿园

113 上海市普陀区大风车幼儿园

114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第三幼儿园

115 上海市普陀区豪园幼儿园

116 上海市普陀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

117 上海市普陀区红樱桃幼儿园

118 上海市普陀区白天鹅幼儿园

119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120 上海市普陀区阳光娃娃幼儿园

121 上海市普陀区恒力锦沧幼儿园

122 上海市普陀区秋月枫幼儿园

123 上海市普陀区汇丽幼儿园

124 上海市普陀区乐怡幼儿园

125 上海市普陀区绿地世纪城幼儿园

126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城实验幼儿园

127 上海市普陀区星河世纪城幼儿园

128 上海市普陀区四季艺术幼儿园

129 上海市普陀区杨家桥幼儿园

130 上海市普陀区上河湾幼儿园

131 上海市普陀区李子园幼儿园

132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考试中心

133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

134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135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136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137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人力资源发展中心

138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139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督导和安全事务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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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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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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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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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预算支出总额为579,334.3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53,298.41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
66,531.54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553,298.41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6,531.54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执行数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2年预算执行数持平。财政拨款支出主要
内容如下：

    1. “教育支出（类）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935.93万元，主要用于：教育行政单位的基本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
行数为902.77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935.93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3.67%。主要原因是：2023年职工人数增加。

    2. “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64,014.68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学前教育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
执行数为60,859.25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64,014.68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5.18%。主要原因是：2023年政策性调整工资。

    3、“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51,001.08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小学教育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
执行数为67,377.46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51,001.08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24.31%。主要原因是：2023年九年一贯制学校人员经
费预算部分学校全部列入初中教育。

    4、“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项）”107,400.0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初中教育支出。2022年当年预
算执行数为87,026.88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07,400.02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3.41%。主要原因是：2023年九年一贯制学校人
员经费预算部分学校全部列入初中教育。

    5、“教育支出（类）普通教育（款）高中教育（项）”37,001.84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高中教育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
执行数为39,386.03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7,001.84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6.05%。主要原因是：2023年部分完中人员经费全部
列入初中教育。

    6、“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初等职业教育（项）”1,270.8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初等职业教育支出。2022年
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562.35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270.82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18.66%。主要原因是：2023年人员经费预算未
包括2022年绩效增量。



    7、“教育支出（类）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4,030.90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职业中学教育支出。2022年
当年预算执行数为4,397.94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4,030.9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8.35%。主要原因是：2023年人员经费预算未
包括2022年绩效增量。

    8、“教育支出（类）成人教育（款）成人高等教育（项）”2,494.57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成人高等教育支出。2022年
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680.51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494.57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6.94%。主要原因是：2023年人员经费预算未
包括2022年绩效增量。

    9、“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特殊学校教育（项）”2,002.13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特殊学校支出。2022年当年
预算执行数为2,160.42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002.13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7.33%。主要原因是：2023年人员经费预算未包括
2022年绩效增量。

    10、“教育支出（类）特殊教育（款）工读学校教育（项）”641.40万元。主要用于：教育部门举办的工读学校支出。2022年当年预
算执行数为681.58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641.4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5.90%。主要原因是：2023年人员经费预算未包括2022年
绩效增量。

    11、“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教师进修（项）”2,986.87万元。主要用于：教师进修、师资培训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
行数为4,319.72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986.87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减少30.86%。主要原因是：2023年年初工作经费由教育局统
筹，年中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到相应事业单位。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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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0.1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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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6,075.47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7,900.19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
加30.03%。主要原因是：2023年用教育费附加安排的学校设备购置项目增加。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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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17.00万元。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外
的教育费附加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53,250.66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60,217.0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3.08%。主要原
因是：2023年用教育费附加经费安排的预算增加。

    14、“教育支出（类）其他教育支出（款）其他教育支出（项）”29,140.11万元。主要用于：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
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7,514.84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9,140.11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66.37%。主要原因是：2023年年
初教育局统筹经费，年中根据经费安排将调整到其他类款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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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4万元。主要用于：实行归口
管理的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0.65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71.04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44.02%
。主要原因是：2023年增加离退休人员经费。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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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2.84万元。主要用于：实行归口管理的
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6,565.47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0,962.84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19.29%
。主要原因是：2023年增加离退休人员经费。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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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58.98万元。主要用
于：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6,296.48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6,058.98万元，比2022年预
算执行数减少0.65%。主要原因是：2023年基本养老保险基数调整。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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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5.92万元。主要用于：
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5,596.52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18,025.92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
行数增加15.58%。主要原因是：2023年职业年金基数调整。

    1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项）”218.43万元。主要用于：除上述项
目以外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方面的支出。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0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18.43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
100%。主要原因是：2023年个别单位增加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3,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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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777.57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3,00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8.01%。主要原因是：2023年抚
恤金变动。

    21、“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45.0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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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5.89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45.08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25.61%。主要原因是：
2023年人数增加。

    2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3,613.9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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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20,539.80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23,613.94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4.97%。
主要原因是：2023年医疗保险基数调整。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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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00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城乡社区方面的支出。
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36,009.68万元，2023年预算安排72,200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00.50%。主要原因是：2023年用其他城
乡社区支出资金安排的项目增加。

    2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15,842.3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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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3,565.05万元，2023年预算
安排15,842.33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16.79%。主要原因是：2023年住房公积金基数增加。

    2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123.12万元。主要用于：指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
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2022年当年预算执行数为117.57万
元，2023年预算安排123.12万元，比2022年预算执行数增加4.72%。主要原因是：2023年职工人数增加。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5,532,984,139 一、教育支出 3,891,726,432

　　1、一般预算资金 5,532,984,139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372,018

　　2、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236,590,25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二、事业收入（含教育收费） 34,181,528 五、住房保障支出 159,654,466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226,177,500

收入总计 5,793,343,167 支出总计 5,793,343,167

2023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891,726,432 3,631,367,404 34,181,528 226,177,500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9,359,339 9,359,339

205 01 01 行政运行 9,359,339 9,359,339

205 02 普通教育 2,845,746,233 2,594,170,193 25,398,540 226,177,500

205 02 01 学前教育 640,140,788 640,140,788

205 02 02 小学教育 510,010,775 510,010,775

205 02 03 初中教育 1,300,177,686 1,074,000,186 226,177,500

205 02 04 高中教育 395,416,984 370,018,444 25,398,540

205 03 职业教育 53,672,179 53,017,179 655,000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2,708,176 12,708,176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40,964,003 40,309,003 655,000

205 04 成人教育 30,945,676 24,945,676 6,000,000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30,945,676 24,945,676 6,000,000

205 07 特殊教育 26,435,216 26,435,216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20,021,263 20,021,263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2023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其他收入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6,413,953 6,413,953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9,868,696 29,868,696

205 08 01 教师进修 29,868,696 29,868,696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602,170,000 602,170,000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79,001,947 79,001,947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23,168,053 523,168,053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3,529,093 291,401,105 2,127,988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3,529,093 291,401,105 2,127,98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372,018 783,372,018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3,372,018 753,372,01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10,400 710,4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9,628,378 209,628,37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
出

360,589,760 360,589,76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0,259,220 180,2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84,260 2,184,260

208 08 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36,590,251 236,590,25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6,590,251 236,590,25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50,828 450,82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36,139,423 236,139,423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8,423,266 158,423,26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31,200 1,231,200

5,793,343,167 5,532,984,139 34,181,528 226,177,5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891,726,432 3,098,945,419 792,781,013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9,359,339 9,359,339

205 01 01 行政运行 9,359,339 9,359,339

205 02 普通教育 2,845,746,233 2,347,985,620 497,760,613

205 02 01 学前教育 640,140,788 621,097,486 19,043,302

205 02 02 小学教育 510,010,775 504,516,926 5,493,849

205 02 03 初中教育 1,300,177,686 874,918,863 425,258,823

205 02 04 高中教育 395,416,984 347,452,345 47,964,639

205 03 职业教育 53,672,179 53,157,910 514,269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2,708,176 12,584,520 123,656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40,964,003 40,573,390 390,613

205 04 成人教育 30,945,676 30,725,339 220,337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30,945,676 30,725,339 220,337

205 07 特殊教育 26,435,216 26,244,262 190,954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20,021,263 19,830,309 190,954

2023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 支出预算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6,413,953 6,413,953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9,868,696 29,562,255 306,441

205 08 01 教师进修 29,868,696 29,562,255 306,441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602,170,000 328,165,552 274,004,448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79,001,947 79,001,947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23,168,053 328,165,552 195,002,501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3,529,093 273,745,142 19,783,951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3,529,093 273,745,142 19,783,95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372,018 753,372,018 30,00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3,372,018 753,372,01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10,400 710,4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9,628,378 209,628,37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0,589,760 360,589,76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0,259,220 180,2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84,260 2,184,260

208 08 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36,590,251 236,590,25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6,590,251 236,590,251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50,828 450,82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36,139,423 236,139,423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8,423,266 158,423,26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31,200 1,231,200

5,793,343,167 4,248,562,154 1,544,781,013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预算资金 5,532,984,139 一、教育支出 3,631,367,404 3,631,367,404

二、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372,018 783,372,018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236,590,251 236,590,251

四、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五、住房保障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收入总计 5,532,984,139 支出总计 5,532,984,139 5,532,984,139

2023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3,631,367,404 3,065,513,703 565,853,701

205 01 教育管理事务 9,359,339 9,359,339

205 01 01 行政运行 9,359,339 9,359,339

205 02 普通教育 2,594,170,193 2,323,336,892 270,833,301

205 02 01 学前教育 640,140,788 621,097,486 19,043,302

205 02 02 小学教育 510,010,775 504,516,926 5,493,849

205 02 03 初中教育 1,074,000,186 874,918,863 199,081,323

205 02 04 高中教育 370,018,444 322,803,617 47,214,827

205 03 职业教育 53,017,179 52,502,910 514,269

205 03 01 初等职业教育 12,708,176 12,584,520 123,656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40,309,003 39,918,390 390,613

205 04 成人教育 24,945,676 24,725,339 220,337

205 04 03 成人高等教育 24,945,676 24,725,339 220,337

205 07 特殊教育 26,435,216 26,244,262 190,954

205 07 01 特殊学校教育 20,021,263 19,830,309 190,954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5 07 02 工读学校教育 6,413,953 6,413,953

205 08 进修及培训 29,868,696 29,562,255 306,441

205 08 01 教师进修 29,868,696 29,562,255 306,441

205 09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602,170,000 328,165,552 274,004,448

205 09 04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79,001,947 79,001,947

205 09 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523,168,053 328,165,552 195,002,501

205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1,401,105 271,617,154 19,783,951

205 99 99 其他教育支出 291,401,105 271,617,154 19,783,951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3,372,018 753,372,018 30,000,0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3,372,018 753,372,018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710,400 710,4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9,628,378 209,628,378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60,589,760 360,589,76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0,259,220 180,259,22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184,260 2,184,260

208 08 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08 08 01 死亡抚恤 30,000,000 30,00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36,590,251 236,590,251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36,590,251 236,590,251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50,828 450,82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236,139,423 236,139,423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12 99 99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722,000,000 722,0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59,654,466 159,654,466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8,423,266 158,423,266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31,200 1,231,200

5,532,984,139 4,215,130,438 1,317,853,701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3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项目支出

注：本部门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注：本部门2023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故本表为空表。

2023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430,415,444 3,430,415,444

301 01 基本工资 465,117,389 465,117,389

301 02 津贴补贴 119,592,890 119,592,890

301 07 绩效工资 1,801,741,777 1,801,741,77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60,589,760 360,589,76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80,259,220 180,259,22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36,590,251 236,590,251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2,510,812 22,510,81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58,423,266 158,423,266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85,590,079 85,590,079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580,270,085 580,270,085

302 01 办公费 93,702,256 93,702,256

302 02 印刷费 13,047,424 13,047,424

302 04 手续费 205,760 205,760

2023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5 水费 8,195,358 8,195,358

302 06 电费 23,174,109 23,174,109

302 07 邮电费 843,037 843,037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27,469,836 127,469,836

302 11 差旅费 2,644,780 2,644,780

302 13 维修(护)费 98,221,401 98,221,401

302 14 租赁费 1,267,031 1,267,031

302 16 培训费 9,519,090 9,519,09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305,175 1,305,175

302 18 专用材料费 4,287,670 4,287,670

302 25 专用燃料费 1,304,858 1,304,858

302 26 劳务费 21,001,911 21,001,911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6,076,500 26,076,500

302 28 工会经费 45,128,621 45,128,621

302 29 福利费 80,846,440 80,846,44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60,000 2,16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57,520 357,52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9,511,308 19,511,308



类 款

项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2,770,098 172,770,098

303 01 离休费 2,718,316 2,718,316

303 02 退休费 170,051,782 170,051,782

310 资本性支出 31,674,811 31,674,811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3,727,752 23,727,752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7,336,459 7,336,459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10,600 610,600

4,215,130,438 3,603,185,542 611,944,896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346.52 130.52 216.00 216.00 94.07

编制部门：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2023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2023年机关运行经
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46.52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6.61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2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2023年与2022年均未安排因公出国（境）工作。
     （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21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51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根据区政府要
求，未安拓公务车购置预算；公务车用车运行费216万元，比2022年预算减少18万元，主要原因是2023年因车辆报废且未购置新车，车辆
数量减少。
     （三）公务接待费130.52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是根据三公经费管理要求，不增加公务接待费预算。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3年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下属1家机关和138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94.07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16,440.8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9317.0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84206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预算22917.75万元。
      2023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4932.26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
20959.36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39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3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28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44,969.16万元。（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情况，以及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数量、单位数量、预算金额等）
 
  五、国有资产占有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部门流动资产57,800.12万元。固定资产904,384.92万元，其中：房屋1,712,485平方米；车辆72辆（一般
公务用车72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114台/套；专用设备27台/套（其
中：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9台/套）；其他固定资产44,984.03万元。长期投资4项860万元。在建工程9项38,635.70万元。无形资产12
项219.93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长寿地区 C060101 单元 A5-6 地块小学新建工程位于普陀区长寿街道，东至规划现状工业地块及现状住宅（绿洲尧舜公寓），南至
现状住宅（绿洲城市花园），西至规划梓棉路，北至现状住宅（银座花苑）。用地面积12185㎡（一期11039㎡），总建筑面积25534㎡，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184㎡，地下建筑面积12900㎡，地下2层、地上6层，建设规模为25班。建设内容包括教学综合楼和200米环跑操场、
道路绿化等室外总体工程，项目总投资概算28070万元，是配合苏州河沿岸重点规划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完善区域基础教育的配套项目。
 二、立项依据
     普发改投【2021】88号关于普陀区长寿地区 C060101 单元 A5-6 地块小学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深度）的批复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作为项目建设单位，负责项目的财政预算申请，安排人员参与有关会议、工程检查与协调、流程审批
组织等相关事宜，参与本工程的竣工验收、竣工资料验收、移交和工程项目的固定资产移交工作，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程序
全权组织实施本工程，包括前期手续办理、工程招投标、工程施工全过程管理、竣工验收及移交和工程审计等。
 四、实施方案
     项目共分为8个阶段，分别为打工程桩、基坑围护、地下室结构、主体结构、主体装饰（内外）、室外总体、运动场地和绿化工程。
 五、实施周期
     本项目计划于2020年6月份开工建设，2024年2月底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为2807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3994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739万元，预备费1337万元，资金来源为区财政
资金。2023年安排建设资金8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总目标、年度目标、分解目标等，具体见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9,500,000.00 29,500,000.00

29,5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老师满意度 ≥85.00(%)

学校管理水平提升情况 =1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规范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且执行有效 有效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校师资力量增强情况 增强

特色课程开发情况 =100.00(%)

学校地段内新生入学对口率 =10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进普陀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宗
旨，充分发挥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品牌优势。

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进普陀区教育事
业发展的宗旨，充分发挥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品
牌优势。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9,5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合作办学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276,230,000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依托华师大二附中的优质资源的品牌，按照上海市实验性示范高中
的办学标准，实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将华师大二附中普
陀校区打造成一所质量一流、示范辐射效应显著的高品质学校，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推进普陀区基础教育质量进一
步提升。

加强项目管理，提高投资效益。在项目开发建设
中，采取科学、合理、可行、高效的项目管理模
式，保障项目工程的优质和顺利进程。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276,23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华师大二附中普陀校区新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老师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6,607,814.00 26,607,814.00

26,607,814.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项目受益教师满意度 ≥85.00(%)

项目相关学生满意度 ≥85.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预算到位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及时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教学水平提升情况 有所提升

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 =10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加强对教育系统工作经费的全面管理，以保障教育方针和政策
的全面贯彻执行，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加强对教育系统工作经费的全面管理，以保障教
育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促进教育事业的
健康发展。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6,607,814.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教育系统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2,170,000      42,170,000

     42,17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量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区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 =100.0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保持高水平

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覆盖率 =100.00(%)

保持稳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教师满意度 ≥85.00(%)

学生满意度 ≥85.00(%)

4所

教师培训考核达标率 =100.00(%)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惠性托育资源占比 ≥60.00(%)

开设托班的园所占幼儿园总数的比例 >50.00(%)

特色普通高中学校数

时效指标

教师培训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00(%)

预算执行进度 =100.00(%)

职教学生平均就业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落实《教育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全面深化上海市教育领导
综合改革战略合作协议（2021-2025年）》，积极配合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推进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国家示范区建设，在总
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基础上，通过5年时间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推动普陀区朝着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

落实《教育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全面深化
上海市教育领导综合改革战略合作协议
（2021-2025年）》，积极配合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推进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国家示范区建
设，在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基础上，通过5年
时间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普陀区朝着全面
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42,17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教育综合改革专项补贴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29,110,000.00 42,000,000.00

42,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10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排除校舍安全隐患，提升学校硬件条件，推进学校内涵发展，提
高学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学校的特色教育和可持
续发展。

按照施工计划，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
完工。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29,11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晋元高级中学教学综合楼加固大

修及教育环境改造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02,380,000.00 40,000,000.00

40,000,0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进一步提升普陀区基础教育设施的配套水平，发挥上师大附属二
实验的优质辐射作用，丰富普陀区教育资源，提高普陀区的整体
办学品质。有助于完善真如城市副中心的职能，提升城市副中心
的服务能级的辐射能级。

按照施工计划，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
期完工。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02,38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上师大二实验学校（二期）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92,51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十三五规划，综合考虑普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缓解部分地
区教育资源紧缺矛盾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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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社会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项目的建设将不断推进区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建
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按照施工计划，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92,51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万里实验幼儿园（万泉路分园）

新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381,830,000 130,000,000.00

130,000,0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满足周边住宅地块对基础教育的配套功能性需求，为附近居民提
供优质的公共基础教育配套服务，提升普陀区整体教学品质。

按照施工计划，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
工。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81,83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武宁中学异地改扩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86,99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本项目位于普陀区苏州河沿岸重点规划范围内，展现上海城市品
质、服务于民的城市规划。同时，其建设助力长寿社区长远发
展，满足周边居民未来教育的渴望。贯彻学前教育民生工程的贯
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按照施工计划，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
工。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86,99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小红帆幼儿园（分园）新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3,922,872.00 13,922,870.00

13,922,870.00

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信息安全问题发生率 =0.00(%)
绩效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专款专用率 =10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安全应急事件的及时响应与处置；
符合合规性要求；
通过安全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建立与完善整体安全防护体系。

安全应急事件的及时响应与处置；
符合合规性要求；
通过安全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建立与完善整体安全防护体系。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3,922,872.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及建设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学校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106,625,100     106,625,100

    106,625,1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校舍维修达标率 =100.00(%)

效益指标

维护校舍安全 有效维护

建立健全现代化教育机制 建立健全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到位率 =100.00(%)

学校零星修理工作完成率 =100.00(%)

学校设备购置工作完成率

学校满意度 ≥85.00(%)

=100.00(%)

质量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10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为配合素质教育，积极鼓励学校结合学生发展特点、办
学传统和实际，开展学校特色项目和特色学校的培育配合素
质教育，积极鼓励学校结合学生发展特点、办学传统和实
际，开展学校特色项目和特色学校的培育。

    为配合素质教育，积极鼓励学校结合学生发
展特点、办学传统和实际，开展学校特色项目和
特色学校的培育配合素质教育，积极鼓励学校结
合学生发展特点、办学传统和实际，开展学校特
色项目和特色学校的培育。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106,625,1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学校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0,000,000.00 2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对部分学校教学场所进行维修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改
善教育教学环境，恢复和完善教育用房使用功能，以满足正常教
育教学工作需要。

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学校零星维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学校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5,944,300.00 45,944,300.00

45,944,3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学校信息设备专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45,944,3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设备交付使用率 =100.00(%)
绩效
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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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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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使用率 =100.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学校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47,226,600.00 47,226,600.00

47,226,60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学校一般设备专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47,226,6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设备交付使用率 =100.00(%)
绩效
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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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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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老师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80,700,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长寿地块小学新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80,7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
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普陀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推进中心城区城市建设，完
善核心区教育配套、打造高品质国际化社区，缓解普陀人口聚焦
区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

    做好施工和运营期管理工作，处理好各种矛
盾，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措施和预案，采取
科学、合理、可行、高效的项目管理模式，建立
严格的项目责任制，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26,177,500.00 226,177,500.00

0.00

226,177,50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位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3-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26,177,5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市、区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涉及主体参公的5所民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同时为依法落实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
民办义务教育比例控制在5%以内，本区工作方案明确通过政府对5
所相关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购买学位，保持民办学校的稳定，
推动区域义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

    根据市、区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涉及主体参
公的5所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同时为依法落实政府
举办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民办义务教育比例控制
在5%以内，本区工作方案明确通过政府对5所相关民
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购买学位，保持民办学校的稳
定，推动区域义务教育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购买学位民办学校数量 =5.00(所)

民办义务教育比例 ≤5.00(%)

采购手续规范 规范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学校满意度 ≥85.00(%)

学生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299,710,000 6,720,000.00

6,72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智富名品城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

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299,71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
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本项目的建设，是根据十三五规划，综合考虑普陀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和缓解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矛盾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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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
足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项目的建设将不断推进区教育事
业的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安全无事故、保质保量、按期完工。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项目性质 阶段性项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实施单位

计划完成日期

     356,740,000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0.00

0.00 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中福会品牌幼儿园新建工程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3-01-01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其中：财政资金      356,74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
指标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3年 -2025年）

年度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及普陀区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将加快教育建设落到实
处。发展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普陀区教育现代化建设，全
面建设和谐社会。保障适龄儿童均能就近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并
减轻家长负担。为普陀区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一个现代化
的成长平台。

    严格控制项目建设周期，按计划启动项目；严
格按预算执行工程建设。

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产出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00(%)

工程计划完成率 =100.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85.00(%)

受益家长满意度 ≥8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