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0年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0年市本级体
育彩票公益金项目—扶持
市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2019-2022）（跆拳道
、棒垒球）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乐群小学 项目联系人 孙淑丽 联系电话 25,203,806

是否属于中央直达
资金

否
是否属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资金

否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10 80.00% 8.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 8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积极按时开展跆拳道、棒垒球就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市
外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和各级赛事，外聘教练与资质达标率、论坛专家资质达标率、教
学设备验收合格率均达到100%，教学设备100%使用，学生和教师满意度达到90%。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积极按时开展跆拳道、棒垒球就
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市外各类教育教学活动
和各级赛事，外聘教练到岗数6人，论坛参与人数覆盖
率100%，外聘教练与资质达标率、论坛专家资质达标
率、教学设备验收合格率均达到100%，教学设备100%
使用，教学事故发生数0次，教职工和学生满意度≥

9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专题论坛开展数 3场 3场 5.00 5.00

外聘教练到岗数 6人 6人 5.00 5.00

赛事参与率 100% 100% 4.00 4.00

教学设备购置完成率 100% 100% 4.00 4.00

质量指标

教练资质达标率 100% 100% 6.00 6.00

论坛参与人数覆盖率 100% 100% 6.00 6.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100% 6.00 6.00

工作时效
设备购置及时率达到100%；专家
及外聘教练到岗及时率达到100%

100% 14.00 14.0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社会效益
指标

教学设备使用率 100% 100% 15.00 15.00

教学事故发生数 0次 0次 15.00 15.0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教职工和学生满意度 ≧90 90 10.00 10.00

总分 100 98.00

备注：
一、未填写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请补充完善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确保效益指标至少填写一项，满意度指标必须填写。
二、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
（1）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
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产出指标50%
、效益指标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二、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
效益。
（2）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
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附件2：

2020年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结转下拨2019年度高水平
运动项目学校、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扶持经费（跆拳
道、棒垒球）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乐群小学 项目联系人 孙淑丽 联系电话 25,203,806

是否属于中央直达
资金

否
是否属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资金

否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60,000.00 60,000.0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60,00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积极按时开展跆拳道、棒垒球就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市
外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和各级赛事，外聘教练与资质达标率、论坛专家资质达标率、教
学设备验收合格率均达到100%，教学设备100%使用，学生和教师满意度达到90%。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积极按时开展跆拳道、棒垒球就
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市外各类教育教学活动
和各级赛事，外聘教练到岗数4人，论坛参与人数覆盖
率100%，外聘教练与资质达标率、论坛专家资质达标
率、教学设备验收合格率均达到100%，教学设备100%
使用，教学事故发生数0次，教职工和学生满意度≥

9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年度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专题论坛开展数 2场 2场 5.00 5.00

外聘教练到岗数 4人 4人 5.00 5.00

赛事参与率 100% 100% 4.00 4.00

教学设备购置完成率 100% 100% 4.00 4.00

质量指标

教练资质达标率 100% 100% 6.00 6.00

论坛参与人数覆盖率 100% 100% 6.00 6.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100% 6.00 6.00

工作时效
设备购置及时率达到100%；专家
及外聘教练到岗及时率达到100%

100% 14.00 14.0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社会效益
指标

教学设备使用率 100% 100% 15.00 15.00

教学事故发生数 0次 0次 15.00 15.00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教职工和学生满意度 ≧90% 90% 10.00 10.00

总分 100 100.00

备注：
一、未填写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的，请补充完善指标内容和年度指标值，确保效益指标至少填写一项，满意度指标必须填写。
二、绩效评价指标和方法

（1）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
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预算指标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预算执行率10%、产出指标50%

、效益指标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二、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
效益。
（2）单位自评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总分由各项指标得分汇总形成。

    定量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与年初指标值相比，完成指标值的，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要分析
原因，如果是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未完成指标值的，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
    定性指标得分按照以下方法评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

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分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