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宁夏长庆初级中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 

 

2020 年 2 月 16 日，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批复 2020 年自治

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的通知》（宁教财〔2020〕22

号 ） 批复了我单位的 2020年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根据《自

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宁党发〔2019〕9号）要求，参照《预算法》和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预算公开的有关规定，现将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2020年部门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予以公开。 

附件： 2020 年宁夏长庆初级中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2020 年 2 月 26日 

 

 

 

 

 

 



附件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主管部门 自治区教育厅 实施单位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2 

       其中：财政拨款 52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我校 1450 名义务教育学生享受“三免”，自治区确定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普通初

中每生每年 800 元。2020 年我校需自治区地方资金 52 万元。义务教育经费是弥补义务

教育公用经费不足的资金，主要支出用于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基本支出，预算支出取暖

费 31 万元，物业费 21 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义务教育学生享受“三免”学生

数 
1450 人 

质量指标 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 

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

转。按要求完成当年的

教育教学工作。 

时效指标 贯穿全年 全年学生在校期间。 

成本指标 义务教育专项资金 52 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市场繁荣 

免费教科书采购、公用

经费等支出，促进市场

流通。 

社会效益      

指标 
义务教育教学活动 

保证义务教育教学活动

正常进行。 

可持续           

影响指标 
长期实施 

国家和自治区政策执

行，长期实施。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老师、家长对经费保障的满意 95%以上。 

 



附件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主管部门 自治区教育厅 实施单位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项目属性 上年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19 年-2022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 

    其中：财政拨款 5 

       其他资金 0 

绩

效

目

标 

对我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实施补贴，预计受益群众数 5000 人。体育馆总面积 2400 平方米，

预计维修体育馆内损坏的 250 平方米的木地板，单价 200 元/平方米（200*250=50000 元），需

补助经费 5 万元。加快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健全公共体育服务

长效机制，均衡区域体育资源布局与配置，着力改善全民健身条件，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的健

身需求，切实增强青少年体质，有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类

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修更换体育馆内损坏的

木地板面积 
250 平方米 

受益群众数 5000 人 

质量指标 开放质量 
落实自治区政府有关要求，全面落实学

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项目规划相关工作 

成本指标 维修费用 5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发展全民健身运动 

通过本项目实施，至 2020 年，全面加大

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力度，规范体

育设施开放工作管理水平，满足广大群

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切实增强青少年

体质，有效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推动我区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发展，促进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生及群众的满意率 95%以上。 

 



附件 

2020 年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校美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主管部门 自治区教育厅 实施单位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项目属性 新增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2020 年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 

     其中：财政拨款 3 

       其他资金 0 

绩效

目标 

强化美育育人功能，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我校将实施学校美育质量提升工程，学校有 1

个高水平管乐艺术团体和 1 个学生美育社团，从专业器材、实践活动开展等方面给与经费补

助，带动我校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美育社团发展，预给校管乐艺术团体购置电子琴一台，预计

1.5 万元，给校美育社团购置美术用品一套，预计 1.5 万元，预算共 3 万元.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管乐团购置电子琴数量 1 台 

美育社团购置美术用品数量 1 套 

质量指标 实施项目监管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

施意见》，全面落实学校美育工作，

积极开展各类学校艺术活动和文

化建设，推进学校美育工作水平进

一步提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0 年底前。 

成本指标 
购置电子琴费用 1.5 万元 

购置美术用品费用 1.5 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建设学校现代美育教育基地 

社会、学校、家长对艺术教育工作

有较好的肯定和认可。 

生态效益     

指标 

形成人人关心美育，参与美

育的格局 

全面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美育工作

在学校占有重要的份额，师资力量

大幅度提高，美育课程高质高量，

美育工作与智育体育相互促进，社

会、学校、家长重视学校的美育工

作，学校美育工作的发展呈现良好

的社会氛围。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提升形成人人关心美育，参

与美育的格局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 

学校遵循美育特点和学生成长规

律，有效的实施美育教育计划，使

学生能够掌握 1-2项艺术爱好或特

长，艺术课程成为重要的学科，艺

术实践在校园和社会中得到推进

和展示，艺术教育为学生的成长和

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参与项目学校及师生满意度 达到 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