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教育学院

2020年绩效项目表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内）

主管部门 [070]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070001]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0-01-01 2020-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187.19

其中:财政拨款 187.19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完成教学演播室中央空调采购与网络视频互动教研系统建设 。
二、完成教师图书馆及农村流动图书站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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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支付率 =100%

纸书采选量 ≥3000册

流动站服务 =14次

配送图书 =6000册

培训指导 =8场

报纸采选量 =39份

杂志采选量 =260份

教材教参采选量 =2200册

数据库续订更新 =8个

质量指标

经费支付合规性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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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支付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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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正常运转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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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工作人员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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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项目名称 网络系统运维费

主管部门 [070]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070001]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20-01-01 2020-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45.30

其中:财政拨款 45.30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1、所采购设备、软件能够达到立项预期的标准；2、保障学员的网络能够通
畅、安全，不发生一小时以上或影响两科室以上的网络故障 3、保障现有信
息系统的安全，不被恶意攻破4、对外提供的服务，能够流畅运行，不存在
性能瓶颈，用户满意率超过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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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完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存储、内存升级的容量 内存1TB；硬片存储32TB

质量指标
1、接入教育城域网带
宽 2、接入互联网带宽

接入教育城域网带宽1G；
接入互联网500M

时效指标 部署完成时间 2020年8月前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大连市教师教育事
业发展

网络应用部分正常平稳运
行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教师培训网络平台的正
面影响力

安全性提高；故障率降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院研训教师网络使用
满意度

≥95%

大连教师网用户使用满
意大连教师网用户使用
满意度

≥85%



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教师进修研习经费（内）

主管部门 [070]大连教育学院 实施单位 [070001]大连教育学院

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2019-01-01 2020-12-31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 104.11

其中:财政拨款 104.11

    其他资金 0.00

年度目标

一、开展教师心理拓展训练公益活动和考前心理辅导公益活动 ：
 
二、开展民办学校校长培训
三、开展外教走训
四、开展“领雁工程”项目：

五、开展全市中小学校本研修互助

六、开展各级各类规划课题立项、结题评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共性指标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支付率 =100%

心理辅导场数 =65场

学生手册数 =12000本

家长手册数 =2000本

心理拓展活动场次 =10场拓展

通识培训举办次数 =8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项
目展示活动举办次数

=3次

参加培训见习教师数 ≥1200人

培训课程教师覆盖率 =100%

到校培训 =80课时

线上培训 =50课时

培训人数 ≥50人

教研、培训案例展示与
研讨

=1次

主题工作坊培训 =1次

异地高端培训 =1次

市级指导团队研修指导 =2次

市级指导团队调研 =1次

质量指标

满意率 ≥98%

培训通过率（民办学校
校长培民办学校校长培
训）

≥98%

培训通过率（“领雁工
程”项目——培训者培
训）

≥96%

年度考核满意率 ≥95%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及时

培训完成及时性（民办
学校校长）

及时

培训完成及时性（外教
走训）

及时

培训完成及时性（“领
雁工程”项目——培训
者培“领雁工程”项目
——培训者培训）

及时

培训完成及时性（全市
中小学校本研修互助网
经）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受益数 ≥12000

家长受益数 ≥2000本

教师受益数 ≥400本

媒体报道 =3次

中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增
长率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见习教师教学能力水平 提高

教师满意度（民办学校
校长培训）

≥80%

教师满意度（外教走
训）

≥90%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10%

研训教师研究能力提升 ≥10%

教师满意度（“领雁工
程”项目——培训者培
训）

≥90%

教师专业能力水平 提高

区域教育均衡化 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主动需求数主动需求数
量

增长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培训管理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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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学生满意度 ≥98%

参训满意度（外教走
训）

≥90%

参训满意度（“领雁工
程”项目——培训者
培）训

≥90%

考核满意率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