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改善办学条件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4.20

其中:财政拨款 44.2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研讨室建设
 1、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一个大教室，两个小教室改建工程，建成三个专
业学科研讨室。
 2、所有设备安装到位并能正常使用。
 3、所有设备年内运行状况良好，未发生重大故障以至影响使用和教学
活动的开展。
 4、通过研讨室的建设，研讨活动开展次数增加，开展专题研讨，课题
研究、项目论证、学术沙龙等学科教学研讨及特色活动的硬件条件得到
改善。  
二、图书馆四楼会议室改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资金使用率 =95%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
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维护建筑面积 =240平方米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护仪器设备数 =33个

检定、校准仪器设备
数

=33个

桌椅数量 =208个

多功能室改造 =1间

质量指标

设备故障率 ≤1%

多功能室改造验收合
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维护及时率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研讨室设备正常运行
天数

=365天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部门对于研讨室
使用的满意度

=10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学院设施设备改造与更新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37.30

其中:财政拨款 37.3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学院楼宇烟感报警系统
1、截止2019年6月31日，完成教学楼、初中楼、高中楼的烟感报警器安
装，完成率为100%
2、保障采购设备质量合格，设备验收合格率为100%
3、保证采购到位的设备全部投入使用
4、设备到位后，提高工作效率
5、保证采购设备需求的配套设施及时到位 
二、更新电梯空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日常维护机制健全性 健全

供应商考核机制健全
性

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性 合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烟感报警器 =188个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梯 =1部

空调 =3部

质量指标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采
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电梯设备验收合格 =100%

空调设备验收合格 =100%

时效指标 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设备使用率 ≥90%

教职工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院教职工满意率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助你成长”系列公益教育活动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31.63

其中:财政拨款 31.63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走进幸福”教师心理拓展公益项目
1、在相关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
2、为15所学校教师开展活动，受益教师数达1200人；
3、学校、教师满意度为98%； 
二、考前心理辅导公益活动
1、走进65所学校，开展65场辅导；
2、学校满意率98%；
3、受益学生1500人，家长2000人；
4、学生、家长考前心态得到改善；
5、在要求时间按时进驻学校，在相关时间内及时完成项目任务。
三、民办学校校长培训
1、组织完成8场通识培训，举办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办学培训项目展示
活动3场；
2、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档案，实施年度成果评估；
3、学员考核通过率为98%。
四、外教走训
1、组织外教对乡村学校培训至少160课时，空中联线项目举办外教讲座
和答疑不少于72学时，为乡村学校开展送教到校等培训不少于20天；
2、学员考核通过率为98%；
3、培训教师数达到300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共性指标

项目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学校数量 =15所

开展拓展场次 =15场

参加拓展活动受益教
师数

≥1200人

线上自学材料与实践
作业数

=60个

进驻学校数量 =65所

辅导场数 =65场

发放学生手册数 =15000本

发放家长手册数 =2000本

学生受益数 ≥15000人

家长受益数 ≥2000任

通识培训举办次数 =8次

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
办学项目展示活动举
办次数

=3次

参加培训校长数 ≥30人

全年累计课时 =232学时

下校指导天数 =20天

参加培训教师数 ≥300人

质量指标 培训通过率 ≥98%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开展辅导及项目完成
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压力与幸福感 改善与提高

外媒报道次数 =3次

考生家长考试心态 改善与提高

团队专业素养 提高

校外培训机构校长能
力水平

提高

教师课堂教学水平 改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师生英美文化知识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主动需求数量 不断增长

主动来访数 ≥10人次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98%

教师满意度 ≥98%

学生满意度 ≥98%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教师图书馆及农村流动图书站资源建设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63.51

其中:财政拨款 63.51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资源建设工作（纸书采购、数字资源续订更新）；
2、完成流动站图书配送工作，满意度达到95%以上；
3、完成资源使用培训指导工作，满意度达到90%以上；
4、完成电梯空调设备实施安装到位投入使用；
5、完成多功能室改造并投入使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纸书采选量 ≥3000册

流动站服务 =10次

配送图书 =6000册

培训指导 =20场

报纸采选量 =36份

杂志采选量 =260份

教材教参采选量 =2500册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数据库续订更新 =8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数字资源续订更新准
确率

=100%

纸质书刊报纸教材教
参验收合格率

=100%

流动站服务图书配送
准确率

≥95%

培训指导合格率 ≥85%

时效指标

数字资源更新开通及
时性

及时

流动站图书配送及时
性

及时

图书报刊流通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数字资源保障情况 改善

偏远学校文献资源匮
乏状况

改善

服务读者环境条件 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门户平台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流动站服务满意度 ≥95%

培训指导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领雁工程--2019年培训者培训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79.35

其中:财政拨款 79.35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组织完成4次集中通识培训，组建三个主题工作坊，两次特色离岗专
题研修，组织研制出“双核”背景下研训教师的素养框架和培养策略的
论文；研制骨干教师遴选标准框架，绘制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评估模
型，完成2期培训简报。                                         
2、学员考核通过率为96%；
3、培训人数达700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通识培训举办次数 =4次

主题工作坊及特色专
题研修

=5次

参加培训研修教师数 ≥700人

质量指标 培训通过率 ≥96%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研训教师研究能力提
升

≥10%

研训教师标准设定合
理率

≥80%

培训课程教师覆盖率 =100%

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
模式

建立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培训管理工作机制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训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全市中小学校本研修互助网经费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104.88

其中:财政拨款 104.88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市级专家指导团队一年分别指导四个地区（长海县、普兰店区、瓦房
店市、庄河市）研修活动各两次（其中1次为调研加指导）；区、校级专
家指导团队一年指导研修活动四次。
2、指导对象满意率为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市级指导团队研修指
导

=2次

市级指导团队调研 =1次

区级指导团队研修指
导

=4次

质量指标 年度考核满意率 ≥95%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专业能力水平 提高

区域教育均衡化 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考核满意率 ≥95%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以前年度核减项目指标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8-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10.77

其中:财政拨款 10.77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2016学院信息化建设经费项目(2017年项目大数据平台二期建设项目）尾款
3.968万元；以前年度核减指标（监控机房升级改造项目）尾款6.793666万元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项目尾款支付 =2个

质量指标 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工程竣工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满意度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员工满意度 =10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教育科研经费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0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课题研究和指导工作；
2、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调研工作；
3、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课题管理和评审工作；
4、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大连教育》发行工作；
5、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科研培训工作；
6、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读书活动；
7、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纪念冷冉百年诞辰，深化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工作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课题研究现场会议 =11次

调研 =2次

课题评审 =6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连教育》发行数
量

=12期

科研培训 =3次

读书演讲 =1次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一次性验收合格
率

=100%

时效指标

《大连教育》发行频
率

=1次/月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满意率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满意度 ≥80%

教师满意度 ≥8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2019年高层次人才培养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40.00

年度目标
1、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档案，实施年度成果评估；
2、着重考核思想品德、工作业绩、科研成果等（数量/质量）；
 3、考核满意率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 ≥3名&&≤5名

青年专业后备人才培
养

≥3名&&≤5名

质量指标 培训通过率 ≥90%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本市基础教育高端人
才的质量

提高

社会影响力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考核满意率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学院信息化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52.53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52.53

年度目标

一、信息化建设
申请续保的软硬件设施要保证其现有正常运作状态；
网络出口带宽稳定性、带宽达到预定要求；
保障新购置软硬件设施选型、采购、实施、使用合规正常，达到“等级
保护”的具体要求；
整体工作要有“痕迹管理”，责任人、工作进度、工作过程细致清晰。
二、课程体系建设
采取购买服务的办计，采购40集网上报告厅资源，10门教师培训网络课
程。拟淘汰20门左右课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进度安排科学性 科学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课程总门数 =1100门

新增网络课程数 =50门

质量指标

安装、调试、运行数
量达标率

≥98%

设备故障率 ≤1%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购网上课程质量达
标率

=100%

课程资源数量达到预
定的目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维护及时性 及时

课程开发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系统日常运行稳定情
况

稳定

建立培训课程超市 自主选课

教师线上自主研修满
足情况

满足

网络课程数量丰富性 =50门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信息平台建立情况 建立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基层教师对平台基础
服务的满意度

≥85%

中小学教师满意度 ≥85%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教师培训费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624.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624.00

年度目标

1、按照年初计划，组织完成各学段骨干教师及校长的培训课时并同时完
成相关档案整理；                                                                    
2、建立专业人才培养档案，实施年度成果评估；
3、学员培训满意率为9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课程教师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培训通过率 ≥98%

时效指标 培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师满意度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教师满意率 满意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成人办学经费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20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200.00

年度目标

学费收入：250万元。
项目支出：90万元，其中，合作校管理费：10 万元；教师讲课费20万
元；现场教学费：15万元；监考费：5万元；学生评优费：5万元；差旅
费：10万元；印刷邮寄费：15万元；教师培训费：10万元。      
 围绕项目目标，通过项目牵动，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与管
理队伍水平，推进教学改革，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不断提
升教学质量，学生满意率为9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人学历学生数量 ≥4000人

非学历培训 ≥3000人

质量指标 毕业通过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用人单位满意度 提高

毕业生质量 改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教师满意度 ≥90%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管理费项目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附属高级

中学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0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400.00

年度目标
保证年度资金运转正常情况下，全额完成上缴任务，为教育学院发展保
驾护航。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一级单位满意度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院职工满意度 满意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19年）

项目名称 管理费项目

主管部门 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大连教育学院成功学习

者辅导中心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19-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150.00

其中:财政拨款 0.00

    其他资金 150.00

年度目标
在保障自身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大连教育学院发展
保驾护航。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0%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足额到位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管理费上缴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一级单位满意度 满意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院职工满意度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