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编外用工人员

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编外用工人员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2489.10 

一、资本性支
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2489.10 

编制外用工人员经费 2489.10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学校运转和发展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按国家和学校规定安
排资金

足额安排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国家和学校规定时间 按时发放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学校运转和发展 正常运转和发展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8.00 24.00 24.00 24.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2489.10 689.10 600.00 600.00 600.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增员调资人员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增员调资人员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419.2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419.20 

增员调资人员经费 1419.20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学校运转和发展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执行上级政策和学校

要求
及时到位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符合国家政策和学校

要求
按时发放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学校正常运转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30.00 20.00 30.00 2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419.20 425.00 284.00 425.00 285.2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教学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教学工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880.1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880.10 

教学工作经费 880.10 

年度绩效目标 高质量开展教学工作，扎实推进迎评创建。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级重点教材 5项

校级人才培养模式项目改革 12项

校级课程建设 不少于10门

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30个

校级以上教学比赛参加人次 不少于10人次

实习、见习 1800人次

教师培训 150人次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3个

校级一流专业 10个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3+2”合作项目 2个

“3+4”合作项目 3个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教师专业实践 20人次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0.00 20.00 20.00 4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880.10 176.00 176.00 176.00 352.1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科研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科研工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200.0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10.00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90.00 

科研设备 10.00 科研工作经费 190.00 

年度绩效目标 学科建设逐步推进，科研项目量质齐升。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 100%

质量指标

创优团队建设
申报省、校创新
团队

教授、博士进企业 不低于100人次

学报出版
出版《泰州学术
》2019

科技活动
参加各级各类科
技活动，资助二
级学院科技活动

科研项目

科研立项：纵向
—国家级2项、省
部级立项2项、市
厅级立项30项、
校级10项；横向5
项。

科协活动
参加省市科协活
动

学会活动
参加省市学会活
动

图书出版 资助8-10人

学术讲座
各学院每学期举
办2-3次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科研水平不断提高
获批高级别项
目，发表高水平
成果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学校美誉度不断提高
产生代表性的项
目、成果，积极
服务社会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10.00 10.00 30.00 5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200.00 20.00 20.00 60.00 100.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党建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组织、宣传等党建工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
细（万元）

合计： 160.0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60.00 

党建工作经费 160.00 

年度绩效目标 高质量开展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外宣报道 不低于100次

官微阅览量 平均不少于600次

中心组学习 不少于12次

发展党员数 不低于200人

官微推送 不少于150条

质量指标 校园网络 运行良好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培养党员干部 50人次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开展党建活动 不低于20次

校园文化建设
形成我校文化特
色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学生满意度 大于90%

教职工满意度 大于90%

项目绩效目标预
期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2.00 22.00 22.00 34.00 

 项目资金使用计
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60.00 35.00 35.00 35.00 55.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师资建设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师资建设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300.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300.00 

师资建设费 300.00 

年度绩效目标 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加强，教师专业水平逐步提升。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 根据学校财力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资金来源 合理合规

项目制度建立健全
情况

健全制度 逐步完善

项目制度管理有效
情况

制度执行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才引进 12人

出国进修、访学 20-40人

质量指标 学历、职称提升 55人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 及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十三五规划完成进度 2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00 25.00 25.00 25.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300.00 75.00 75.00 75.00 75.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学生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学生工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400.0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400.00 

学生工作经费 400.00 

年度绩效目标 高质量开展学生工作，打造阳光学工品牌。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资助专项绩效考核 合格以上

奖助学金学生覆盖率 不低50%

招生录取率 100%

心理健康活动 3次以上

心理教师培训 定期培训

招生人数 不低于2000人

招生宣传 覆盖9个省份

奖助学金发放
流程规范，及
时足额

招生目标考核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地方经济
毕业生就业率
不低于8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就业率增长 不低于1%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17.00 17.00 42.00 24.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400.00 68.00 68.00 168.00 96.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实验室建设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实验室建设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1.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11.00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实验室建设 11.00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实验室建设管理各项任务。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率 100%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实验室建设费 100%

项目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

完善制度 逐步健全

项目制度管理
有效情况

制度管理有效情况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实验室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实验室效益指标
满足相关本
科教学

环境效益指标 环境指标 达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安全责任事故 无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教师满意度 ≥90%

学生满意度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0.00 0.00 0.00 10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1.00 0.00 0.00 0.00 11.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文献资源建设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文献资源建设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0.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10.00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文献资源建设费 10.00 

年度绩效目标 为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科研服务，支持服务泰州行动计划。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率 100%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率 100%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资本性支出占比 9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图书符合学科专业 90%以上

时效指标 近3年出版发行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教学科研 95%

服务市民 热情周到

环境效益指标 符合环保要求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采购流程规范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市民满意度 90%

师生满意度 95%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0.00 0.00 0.00 10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 0.00 0.00 0.00 10.00 



2019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成教工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成教工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
细（万元）

合计： 970.85 

一、资本性支
出合计

60.37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910.48

成教教学平台 60.37 成教支出 910.48

年度绩效目标
发挥校内资源优势，拓宽办学渠道，扩大办学规模，合作办学与培训；加
强国内外合作，拓展培训业务，提高办学效益。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

用于成教运行、
教学及发展

资金结构情况 教学管理费占比 <7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教学投诉率 <10%

招生投诉率 <10%

考试投诉率 <10%

培训投诉率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人数 >7000人

服务人数 〉7000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拓展社会培训项目
加大服务地方能
力

拓展成教办学项目
二学历或研究生
教育

提升成教发展质量
加强线上线下教
学融合发展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具体指标 学员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绩效目标预
期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1.00 37.00 21.00 21.00 

 项目资金使用
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970.85 200.00 370.85 200.00 200.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泰州学院与泰州舰联

合办学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泰州学院与泰州舰联合办学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0.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0.00 

泰州学院与泰州舰联合
办学

10.00 

年度绩效目标
开展教育拥军、文化拥军、 科技拥军，为符合条件的泰州舰士兵提供学历
提升、技能提升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到位率 >8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学历教育人数 >150人

质量指标

招生投诉率 <10%

毕业率 >90%

教学投诉率 <10%

考试投诉率 <10%

培训投诉率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泰州市泰尊崇.情系

海防项目
提升优化服
务质量

可持续影响指
标

创新泰州舰服务项目
创新培训等
服务工作

加强成人教学质量
加强线上线
下教学融合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学员满意度指标 >=95%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15.00 25.00 10.00 5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 1.50 2.50 1.00 5.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工会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工会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50.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50.00 

工会活动费 150.00 

年度绩效目标 服务学校发展大局，关心教职工生活，建立“和谐，愉悦”的教工之家。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率 100%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资金来源 合理合规

项目制度建立健
全情况

健全制度 完善制度

项目制度管理有
效情况

制度执行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员慰问 700人

校教代会 1次

教职工运动会 1次

质量指标 工会活动 丰富多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积极稳妥做好服务教职
工工作，建设和谐校园

及时了解教职工困难及
需求，关心教职工生活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50.00 0.00 50.00 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50.00 75.00 0.00 75.00 0.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归还银行贷款本息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
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归还银行贷款本息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00.00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00.00 

归还银行贷款本息 100.00 

年度绩效目标 按要求化解债务，保障学校可持续发展。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
情况

归还利息 按合同约定

归还本金 按合同约定

资金到位
情况

到位金额 足额

到位时间 按时

资金使用
情况

使用时间 合同约定

使用范围 还本付息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归还本金 按合同约定

支付利息 按合同约定

时效指标
归还本金 按时

支付利息 按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保障学校事业发展 推动学校内涵建设

逐步化解债务 逐年归还银行贷款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00 25.00 25.00 25.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00 25.00 25.00 25.0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行政运行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行政运行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10.0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10.00 

行政运行经费 110.00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 根据学校财力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资金来源 合理合规

项目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

健全规章制度 逐步完善

项目制度管理
有效情况

执行制度 规范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专业建设工作 有序推进

评估结果 合格以上

内涵建设 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逐步提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泰州行动 成效显著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00 25.00 25.00 25.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10.00 27.50 27.50 27.50 27.5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后勤保障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后勤保障经费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341.91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200.00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141.91 

购置、维修 200.00 后勤保障经费 1141.91 

年度绩效目标 为学校事业发展做好后勤保障。

具体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专款专用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教职工 >700人

服务学生 >9000人

质量指标

技防建设
达到江苏省高校安
全管理规定要求

校园环境 整洁卫生

人防建设
达到江苏省高校安
全管理规定要求

物防建设
达到江苏省高校安
全管理规定要求

采购工作 流程规范

时效指标
校园维修 及时到位

项目工程 按期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80%

学生满意度 >7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15.00 30.00 15.00 40.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341.91 200.00 400.00 200.00 541.91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通用资产购置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通用资产购置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52.63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52.63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通用资产购置 52.63 

年度绩效目标 按规定配置通用资产，保障学校工作正常运转。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资金投入 52.63万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资金使用率 100%

资金结构情况 经费来源 合理合规

项目制度管理有效
情况

制度执行 规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预算资金 52.63万元

质量指标

资产验收 合格

资产用途 满足办学需要

配置标准 符合文件规定

配置性质 新增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学校发展
保障教学、科
研、管理需求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较好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19.00 19.00 29.00 33.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52.63 10.00 10.00 15.00 17.63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

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补助、

抚恤金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

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遗属生活补助、抚恤金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30.00 

一、资本性支出
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30.00 

遗属生活补助、抚恤金 30.00 

年度绩效目标 按国家政策做好遗属生活补助、抚恤金发放工作。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

况
按国家政策标准执行 符合国家政策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按国家政策规定 及时发放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发放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00 25.00 25.00 25.0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30.00 7.50 7.50 7.50 7.5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第一附属幼儿园

项目名称 人员经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人员经费，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伙食补助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107.45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107.45

人员经费 107.45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人员经费定期、足额发放到位。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学费收入及财政补助 ≥400万

资金到位情况 工资到位 及时

项目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

建立相关制度 逐步建立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教师满意度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 25 25 25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7.45 26.86 26.86 26.86 26.87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第一附属幼儿园

项目名称 幼儿伙食费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2020幼儿伙食费合计93.6万元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93.6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93.60

幼儿伙食 93.60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幼儿日常饮食，维持幼儿园正常运转。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幼儿伙食 ≥80万

资金到位情况 伙食费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 100%

资金结构情况 家长缴费 ≥80万

项目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

建立相关制度 逐步建立

项目制度管理
有效情况

有效管理 井然有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学生 ≥600人

质量指标

食品保管 日期新鲜

食品制作 安全卫生

食品购置 流程规范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家长满意 ≥80%

教师满意 ≥9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00 25 25 25 25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93.60 23.40 23.40 23.40 23.40



2020年绩效管理项目目标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泰州学院第一附属幼儿园

项目名称 后勤保障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þ

主管部门 泰州学院 项目起止时间 2020.1.1-2020.12.31

项目概况
购置清水玩具柜25个，合计2万
购置实木书架1个，合计0.06万

购置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3台，合计3万

项目当年投入明细
（万元）

合计： 63.49

一、资本性支出合计 二、一般性支出合计 58.43

专用资产 5.06 公用支出及维修改造 58.43

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幼儿园的正常运行及日常需求。

具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指标

资金投入情况 学费收入及财政补助 ≥400万

资金到位情况 保教费到位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专款专用 100%

资金结构情况 家长缴费 ≥400万

资金结构情况 财政补助 ≥21万

项目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

建立相关制度 逐步建立

项目制度管理
有效情况

有效管理 逐步完善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学生 ≥600人

服务教职工 ≥50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幼儿满意度 ≥90%

教师满意度 ≥90%

家长满意度 ≥80%

项目绩效目标预期
实现进度

总进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实施进度） （％） （％） （％） （％） （％）

项目及实施内容 100 30 20 30 20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总资金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项目及实施内容 63.49 19.05 12.69 19.05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