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培训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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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218,000.00 215,632.07 10 98.91% 9.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00 218,000.00 215,632.07 — 9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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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集中学习，教育教学实践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骨干教师在新课程实施中的责任意识，在课改中的主
体作用、探究作用和创造作用，带动我校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采取集中学习，教育教学实践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提升骨干教师在新课程实施中的责任意识，参加培训
教师人次≥200人次，实现培训参与率100%，在课改中
的主体作用、探究作用和创造作用，有效提升教育教
学能力，带动我校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受培训教

师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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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培训教师人次 ≥200人次 200人次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培训参与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培训、讲座完成及时率：100%；2020年
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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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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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培训教师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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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临聘、雇员及公辅员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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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300.00 1,720,400.00 1,720,323.83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01,300.00 1,720,400.00 1,720,323.83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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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聘用公共事务辅导员及临聘人员，处理日常学校公共事务，有效保障学校日常事务开展。

通过聘用公共事务辅助员8人（年末12月份增至
10人），临聘、雇员及公辅员工资发放准确率100%，
处理日常学校公共事务，有效保障了公共事务的正常

运行，公辅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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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聘人员数量 8人 10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临聘、雇员及公辅员工资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临聘、雇员及公辅员工资发放及时率：
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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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保障公共事务的正常运行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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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临聘公辅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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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食堂管理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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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000.00 1,254,000.00 1,253,346.00 10 99.95%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54,000.00 1,254,000.00 1,253,346.00 — 9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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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雇用相关人员，保障学校食堂的正常运转，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运行。

为提高教职工工作幸福感，补贴发放准确率100%，实

现教职工日常按时开餐率100%，保障学校食堂的正常

运转，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运行，教职工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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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发放人数 190人 238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补贴发放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补贴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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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职工日常按时开餐率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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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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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类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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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0 480,000.00 477,015.26 10 99.38% 9.9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80,000.00 480,000.00 477,015.26 — 9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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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安排工程项目类经费，改善校区环境、维护校区基本公共设施，保障我校日常教学正常运行，遏制校园
安全事故得发生。

通过安排工程项目类经费，校园维修工作完成率

100%，维修验收合格率100%，改善校区环境、维护校
区基本公共设施，有效提升了校园环境安全，校园安

全事故发生数为0，保障我校日常教学正常运行，遏制
校园安全事故得发生，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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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维修工作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维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维修完成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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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校园环境安全 100% 100% 15.00 15.00

校园安全事故发生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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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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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校园管理服务-学校自行实施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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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700.00 1,843,700.00 1,843,696.13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43,700.00 1,843,700.00 1,843,696.13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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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消防及防雷设施更换，电教平台及师生电脑维修、维护及更换配件、白蚁防治，校园安全监控、广播

、网络系统维护服务费及更换配件，厕所、下水管、化粪池清理、维修，厨房设备、设施维护等工作，提高

学校教育教学环境，保障学校日常工作的开展。

通过对消防及防雷设施更换，电教平台及师生电脑维修、维

护及更换配件、白蚁防治，校园安全监控、广播、网络系统

维护服务费及更换配件，厕所、下水管、化粪池清理、维

修，厨房设备、设施维护等工作，维修维护、保养工作完成

率100%，系统正常运行率≥98%，实现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率

0%，有效提高校园教育教学环境，保障学校日常工作的开

展，教职工满意度、学生满意度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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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维护、保养工作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系统正常运行率 ≥98% 98% 9.00 9.00

设备设施验收达标率 100% 100% 9.00 9.00

工作时效
维修维护、保养工作及时率：100%；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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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率 0 0 15.00 15.00

有效提高校园教育教学环境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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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职工满意度 ≥95% 95% 5.00 5.00

学生满意度 ≥95% ≥95%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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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学校日常运行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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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00.00 178,000.00 178,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8,000.00 178,000.00 178,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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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厕所革命的耗材购置，河源“双到”扶贫、党支部党建、节水改造及水量平衡测试等工作，提高教育

教学环境，落实相关制度文件要求，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通过对厕所革命的耗材购置，河源“双到”扶贫、党
支部党建、节水改造及水量平衡测试等工作，耗材购

置完成率100%，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发放人数2人，实现

耗材验收达标率100%，补助发放准确率100%,有效提高

学校办学环境质量，落实相关制度文件要求，提高学

校管理水平,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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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购置完成率 100% 100% 6.00 6.00

党员人数 76人 76人 6.00 6.00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发放人数 2人 2人 6.00 6.00

质量指标

耗材验收达标率 100% 100% 6.00 6.00

党建参与率 100% 100% 6.00 6.00

补助发放准确率 100% 100% 6.00 6.00

工作时效

耗材购置工作完成及时率：100%；党建
工作完成及时率：100%；补助发放及时
率：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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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学校办学环境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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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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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深财教【2019】130号提前下达2020年现代职业

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预算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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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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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师生食品安全

通过此项目的开展，实现厨房设备购置完成率100%，

厨房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100%，有效提升了食品质

量，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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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设备购置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厨房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厨房设备购置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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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升食品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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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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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校园管理服务-统一招标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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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0.00 36,800.00 0.00 10 0.00% 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800.00 36,800.00 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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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消防设施、防雷设施检测维护，落实根据《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工作的管理办法
》（粤公通字【2013】208号）文件及《深圳市公安局消防局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暂行规定》相关规定，保

障学校设施的安全性，确保学生安全。

通过对消防设施、防雷设施检测维护，消防、防雷设施检测维护完成率
100%，落实《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工作的管理办法》
（粤公通字【2013】208号）文件及《深圳市公安局消防局建筑消防设施
维护管理暂行规定》相关规定，检测问题整改率100%，保障学校设施的安
全性，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率为0，确保学生安全，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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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防雷设施检测维护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消防和防雷项目实际在2020年
有实施过。因此项目金额为
2019年合同期的剩余金额，因
2020年资金性质由政府集中采
购变更为自行实施，所以此笔
项目经费无法支出。项目内容
的实施维护已在“校园管理服
务-自行实施”中实施。

质量指标 检测问题整改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问题整改及时率：100%；2020年2月28日
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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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率 0 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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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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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深财教【2019】142号提前下达2020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中职助学金）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杨金红 联系电话 0755-2520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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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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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足“三真”（求真知、学真技、做真人），践行“真”之教育理念；立足艺体特色，由特而优，助生
成才；以坚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激励教师岗位成才；立足课堂育人、德育渗透、活

动育人，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谐高效；立足“新样态”，发展专业，迎来盐港教育新希望。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资助人数55人，资助发放准
确率100%，有效激励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学生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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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人数 55人 55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资助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资助发放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助学金补助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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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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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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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零星设备购置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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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2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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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图书数量增加及各项日常教学和学生活动的开展 。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办公、教学设备及图书购置

完成率100%，办公、教学设备及图书购置验收达标率
100%，有效提升了教育教学环境质量，师生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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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教学设备及图书购置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办公、教学设备及图书购置验收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办公、教学设备及图书购置及时率：
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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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环境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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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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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外教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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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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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聘请外教老师，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保障教学质量。
通过聘请外教老师1名，聘请外教资质达标率100%，满
足学校教育教学需要，有效保障教学质量，师生满意

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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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外教数量 1名 1名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聘请外教资质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外教到岗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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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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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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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班主任津贴及教师节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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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100.00 1,650,500.00 1,650,5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632,100.00 1,650,500.00 1,650,5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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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安排班主任津贴及教师节经费，落实相关制度，保障学校队伍人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通过安排班主任津贴及教师节经费，班主任津贴发放

人数52人，津贴发放准确率100%，落实相关制度，保
障学校队伍人才建设，有效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教师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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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津贴发放人数 52人 52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津贴发放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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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00% 100% 15.00 15.00

提升教师积极性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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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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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高中（职高）教育补充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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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00 2,200,000.00 2,199,902.93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200,000.00 2,200,000.00 2,199,902.93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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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足“三真”（求真知、学真技、做真人），践行“真”之教育理念；立足艺体特色，由特而优，助生成

才；以坚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激励教师岗位成才；立足课堂育人、德育渗透、活动育

人，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谐高效；立足“新样态”，发展专业，迎来盐港教育新希望。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开展班级数53个，教学考核

达标率100%，有效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及学校影响力，

教师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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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班级数 53个 53个 18.00 18.00

质量指标 教学考核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高中（职高）教育开展完成时间：2020
年12月前。

2020年12月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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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100% 100% 15.00 15.00

提升学校影响力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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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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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2019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专项资金
（提前下达）-中小学生探究性小课题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黄大波 联系电话 0755-2520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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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20,000.00 20,000.0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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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本校学生探究性小课题的日常管理工作，完成相关课题的结题工作，提升本校学生的学习能力。

加强对本校学生探究性小课题的日常管理工作，完成
相关课题的结题工作，课题完成率100%，课题评审合
格率100%,有效提升了学生学习能力，师生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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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课题评审合格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课题结题及时性：2020年12月31日前 2020年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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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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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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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学生费用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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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000.00 2,797,271.00 2,795,968.40 10 99.95%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16,000.00 2,797,271.00 2,795,968.40 — 99.95%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0.00% —

      其他资金 720,000.00 0.00 0.00 — 0.00% —

年度
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们立足“三真”（求真知、学真技、做真人），践行“真”之教育理念；立足艺体特色，由特而优，助生

成才；以坚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激励教师岗位成才；立足课堂育人、德育渗透、活
动育人，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谐高效；立足“新样态”，发展专业，迎来盐港教育新希望。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学生主题活动开展数≥

20次，教材、耗材购买准确率100%，有效保障各类学
生活动顺利开展，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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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主题活动开展数 ≥20次 20次 5.00 5.00

教材课本购买批次 2批次 2批次 5.00 5.00

耗材购买完成率 100% 100% 4.00 4.00

补贴发放人数 395人 395人 4.00 4.00

质量指标

活动参与率 100% 100% 6.00 6.00

教材、耗材购买准确率 100% 100% 6.00 6.00

补贴发放准确率 100% 100% 6.00 6.00

工作时效
活动开展及时率：100%；教材课本购买
及时率：100%；补贴发放及时率：100%
。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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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形象 100% 100% 15.00 15.00

有效保障各类学生活动顺利开展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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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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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2019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资助项目-

深圳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

度课题资助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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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0.02 19,520.02 19,520.02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9,520.02 19,520.02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1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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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相关课题的结题工作，提升本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完成了相关课题的结题工作，课题评审合格率100%，

有效提升了教育教学能力，教师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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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课题评审合格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课题结题及时性：2020年12月31日前 2020年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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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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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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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财科教2018114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提
前下达2019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王凯书 联系电话 0755-227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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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4.87 181,814.87 181,814.87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81,814.87 181,814.87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181,8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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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开展工作。对所有教师进行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完成了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的开展工作，培训参
与率100%，有效提升了教师教学能力，教师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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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开展完成率 100% 100%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培训参与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培训按时完成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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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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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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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特殊教育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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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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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特殊学生校内情绪支持及心理辅导、校外学业课程辅导等项目，保障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他们提
供平等、公平、稳定的教育，为他们创设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

通过特殊学生校内情绪支持及心理辅导、校外学业课
程辅导等项目，实现心理辅导员、特殊教育器材达标
率100%，保障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殊学生受
教育覆盖率100%，为他们提供平等、公平、稳定的教
育，为他们创设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特殊学生家

长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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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特殊学生人数 1人 1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心理辅导员、特殊教育器材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特殊教育完成及时率：100%；2020年12
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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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学生受教育覆盖率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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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殊学生家长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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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设备购置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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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00.00 214,000.00 213,987.00 10 99.99%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4,000.00 214,000.00 213,987.00 — 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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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我校日常教学正常运行  。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空调购置完成率100%，设备
购置验收合格率100%，有效保障了教学工作正常进

行，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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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购置完成率 100% 100% 9.00 9.00

教学一体机数量 3台 3台 9.00 9.00

质量指标 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设备购置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设备购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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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100%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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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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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贵州织金县“结对子”帮扶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孙飞虎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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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77.49 10 98.88% 9.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0 100,000.00 98,877.49 — 9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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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支持贵州织金县在本年度内教育人才队伍培训提高。2.深圳市与织金县第三中学结对，开展协议内的体育器
材和办公用耗材的能力支持。帮助织金县第三中学在教学中的器材充足，办公顺畅。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慰问品购置完成率100%，慰
问金发放准确率100%,显著提升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育发展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收益学校满意度≥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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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问品购置完成率 100% 100% 9.00 9.00

慰问金发放完成率 100% 100% 9.00 9.00

质量指标 慰问金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慰问金发放及时率：100%；慰问品购买
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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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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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发展能力和水平 100% 100% 15.00 15.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收益学校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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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教育教学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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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500.00 3,391,500.00 3,391,201.19 10 99.99%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09,500.00 3,391,500.00 3,391,201.19 — 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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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宣传资料的印刷、购置办公用品、购买相关服务课程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让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科学化、

规范化，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并通过参加国家相关、提升学生素质发展，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

通过对宣传资料的印刷、购置办公用品、购买相关服

务课程等工作的正常开展，耗材购置完成率100%，实

现耗材购置验收合格率100%，有效提升教职工办公效

率及校园文化素养，让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科学化、

规范化，教学质量显著提升。并通过参加国家相关、

提升学生素质发展，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师生满

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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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购置完成率 100% 100% 5.00 5.00

聘请报账员人数 2人 2人 5.00 5.00

外聘专家人数 ≥3人 3人 4.00 4.00

参加赛事数量 ≥4场 4场 4.00 4.00

质量指标

耗材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6.00 6.00

外聘人员资质达标率 100% 100% 6.00 6.00

赛事参与率 100% 100% 6.00 6.00

工作时效

耗材购置完成及时率：100%；外聘工作
完成及时率：100%；赛事参加及时率：
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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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教职工办公效率 有效 100% 15.00 15.00

提升校园文化素养 有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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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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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深财教【2019】142号提前下达2020年学生资
助补助经费（中职免学费中央补助）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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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00.00 1,070,000.00 1,07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70,000.00 1,070,000.00 1,07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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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顺应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由“有学上”向“上好学”加速转变的新形势，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2019年8月印发），围绕“学有优教”总目标，高扬立德树人旗帜，以《盐田区
教育品质提升行动计划（2017-2019年）》和“四度”（有态度、有温度、有力度、有速度）教育为工作指导，以中国教科院
“中国新样态学校联盟”办学理念为指引，聚焦培养“儒雅、体健、慧学、善思的现代公民”育人目标，加快教与学方式改

革，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系统、设备维护完成率100%,
系统、设备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100%,有效保障了教育

教学顺利进行，师生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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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备维护完成率 100% 100% 9.00 9.00

耗材、图书购置完成率 100% 100% 9.00 9.00

质量指标
系统、设备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 100% 100% 9.00 9.00

耗材、图书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9.00 9.00

工作时效
耗材购置按时完成率：100%；系统、设备维修
维护响应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日前完
成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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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教育教学顺利进行 有效保障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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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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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国家助学金 项目属性 延续性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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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00.00 517,000.00 517,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90,000.00 517,000.00 517,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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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足“三真”（求真知、学真技、做真人），践行“真”之教育理念；立足艺体特色，由特而优，助生成

才；以坚持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激励教师岗位成才；立足课堂育人、德育渗透、活动育

人，确保学校安全稳定、谐高效；立足“新样态”，发展专业，迎来盐港教育新希望。

通过此资金的使用，实现资助人数245人,资助发放准

确率100%,有效激励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学生满意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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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人数 245人 245人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资助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资助发放及时率：100%；2020年12月31
日前完成助学金补助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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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 有效 1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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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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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盐田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荆云明 联系电话 0755-25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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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0,000.00 3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30,000.00 3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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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支付2019-2020学年度年度教师提名奖奖金，有效保障学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教师满意度达95%以上。
支付2019-2020学年度年度教师提名奖奖金，有效保障学

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教师满意度达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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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金发放次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奖金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奖金发放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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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保障学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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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购买教育服务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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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712,052.00 4,695,347.31 10 99.65% 9.9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4,712,052.00 4,695,347.31 — 9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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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学校教育教学人力需求，保障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实现学生家长满意度达95%或以上等目标。
通过及时聘请员额教师，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有

效保障教学质量，学生家长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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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教师数量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聘请教师资质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教师到岗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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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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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盐田区中小学教育质量奖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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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638,001.00 638,001.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638,001.00 638,001.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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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及时发放奖励金，保证经费发放准确率达100%，促进学校队伍人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及时发放奖励金，经费发放准确率达100%，促进学校

队伍人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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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人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发放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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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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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中小学各项活动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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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60,000.00 255,904.20 10 71.08% 7.1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360,000.00 255,904.20 — 7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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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支付盐田区第二十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劳务费 、服装统一费、道具购置费、田径计时器租赁费、杂支

等，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师生满意度95%以上。

支付盐田区第二十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劳务费 、
服装统一费、道具购置费、田径计时器租赁费、杂支

等，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师生满意度95%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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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支付次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经费支出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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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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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深财教202056号下达2020年学生资助
补助经费预算（免学费中央补助）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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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80,000.00 18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80,000.00 18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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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支付食堂第三方监管；电脑平台维护；校园安全隐患维修维护；厨房电路改造；墙面粉刷；学生宿舍人
脸识别系统购置；学校图书馆图书新增购置；珠宝专业橱窗安装等，保障学校活动正常进行。

支付食堂第三方监管；电脑平台维护；校园安全隐患
维修维护；厨房电路改造；墙面粉刷；学生宿舍人脸

识别系统购置；学校图书馆图书新增购置；珠宝专业
橱窗安装等，保障学校活动正常进行，师生满意度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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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支付次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经费支出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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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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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2020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资助项

目-深圳市第二批100所学生创客实践

室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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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50,000.00 150,000.00 1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50,000.00 150,0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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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支付学校创客“MEV电能车”配件耗材购置；学校创客“创新发明”耗材购置；学校创客室“VEX VRC机器

人”耗材购置；学校创客室掌控版套装耗材费；学校创客室3D打印机耗材购置等，保证学校创客活动有序开
展，师生满意度达95%以上。

及时支付学校创客“MEV电能车”配件耗材购置；学校

创客“创新发明”耗材购置；学校创客室“VEX VRC机
器人”耗材购置；学校创客室掌控版套装耗材费；学

校创客室3D打印机耗材购置等，师生满意度达95%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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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支付次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经费支出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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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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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2020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资助项目-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系列比赛（含文明风采竞

赛、教师能力大赛）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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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02,000.00 99,464.35 10 97.51% 9.7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02,000.00 99,464.35 — 9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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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支付学校职业专业参加省技能大赛项目差旅费 、耗材购置费等，保障学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

支付学校职业专业参加省技能大赛项目差旅费 、耗材

购置费等，保障学校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教师满意度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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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支付次数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准确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经费支出及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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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学校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95% 95% 10.00 10.00

总分 100 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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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公章）：

项目名称 全区学校购买外籍教师服务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 项目周期 1年

实施单位 盐港中学 项目联系人 陈梦心 联系电话 0755-25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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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99,700.00 199,680.00 10 99.99%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0.00 199,700.00 199,680.00 — 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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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及时聘请外教老师，保证外教资质达标率达100%，满足学校教育教学人力需求，保障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实
现学生家长满意度达95%或以上等目标。

通过及时聘请外教老师，保证外教资质达标率达
100%，有效保障教学质量，学生家长满意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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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请外教数量 ≥1 1 18.00 18.00

质量指标 聘请外教资质达标率 100% 100% 18.00 18.00

工作时效 外教到岗及时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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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100% 100% 30.00 30.00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度 ≥9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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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