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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教育文体旅游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教育、文

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旅游和其他社会事业等

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拟定和实施教育、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旅游和其他社会事业

发展规划；承担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

育、旅游和其他社会事业等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教育文体旅游局包括 6 个机关行

政科室，其中：列入 2020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

情况见下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在职人数

教育文体旅游局 行政机关 9

三、部门主要工作总结

2020 年，教育文体旅游局主要任务是：一是夯基础提

品质，教育事业展现新面貌；二是补短板强服务，文旅融



合呈现新格局；三是创品牌争一流，体育事业实现新突

破；四是转作风优服务，工作效能体现新成效。围绕上述

任务，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夯基础提品质，教育事业展现新面貌

1.加快教育项目建设。投入近 2 亿元，加快推进学校

配套设施建设、运动场改造提升、教育装备提档升级，进

一步优化校园环境，提升办学条件。完成湖东学园中学校

区、区第十实小附属工程、张坂中学、玉埕中学、秀江中

学运动场建设并投入使用。完成省实验幼儿园泉州分园二

次装修，秋季招生 7 个班 210 名幼儿。全面启动首都师大

附属泉州学校和区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实验小学、屿

光小学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区第八、第九、泉州幼高专

附属实验幼儿园等 4 所公办园、堂头等 5 所小区配套园建

设，建成后可新增公办园学位 3240 个。实施节能护眼灯光

改造工程，完成全区寄宿制学校照明环境改造。新建学生

计算机网络教室 5 间，增配及更新中小学多媒体设备 190

套、中小学课桌椅 2500 套、图书 5.6 万册，配齐公办园扩

容建设设备设施，提升教育装备水平。

2.统筹各类教育发展。引进泉州幼高专附属第二实验

幼儿园，与泉州师院附小合作创办泉州师院附小台商区分

校第二校区，扩大湖东实验学园办学规模，省实验幼儿园

泉州分园全面招生，张坂中学、第十实小委托首都师大管

理，借助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提速发展。加大普惠性民办园

扶持力度，强化公办园招生管理，新开办公办园 1 所、扩



容 5 所，新增公办学位 1080 个，公办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普惠园覆盖率分别达 51.2%、91.5%，获《中国教育报》头

版头条专题报道。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做好控辍保学工作，织牢义务教育覆盖网。基本消除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51-55 人班级控制在 10.5%，全面消

除 56 人及以上班级。新认定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10

所，全区共 32 所，创建率达 56.1%。高考成绩逐年提升，

泉州十六中 2020 年本科上线率、录取“双一流”人数创办

学新高。鼓励、扶持双喜、海事 2 所中职学校办学，推动

中职、普高教育协调发展，华光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特色校创建成效显著，新增市级“青少年

科技教育示范校”2 所、“中小学艺术特色学校”1 所，全

区现有国家级足球、篮球特色校（园）21 所，市级“青少

年科技教育示范校”6 所、“艺术特色校”3 所、“书法教

育示范校”1 所。

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有效盘活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编

制，扩大招聘规模，2020 年招聘新任教师 329 人，其中编

内教师 41 人，编外合同教师 288 人，为湖东实验学园专项

招聘优秀教育人才 10 人。加快教师进修学校建设，全面开

展教科研工作，发挥好名师工作室、教学名师等示范带动

作用，获评泉州市首批中小学名校长 2 人，目前全区共有

市级以上名师名校长 16 人、骨干教师 195 人。多形式开展

教师校际交流工作，2020 年参与校际交流的中小学教师 51

人，占比 18.5%。举办“文化大讲堂”、“千人学礼·关乎



教育”教师礼仪文化讲座等，提升全区教师形象及学校面

貌。建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落实教师福利待遇，实现编

外合同教师“同工同酬”，待遇全市最好，实现乡镇补贴

和农村生活补助全覆盖。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

随当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确保教师工资

收入不低于公务员，2020 年调整中小学教师奖励性绩效工

资到 2.42 万元。创建文明校园 34 家，其中省级 1 家、市

级 9 家，及时兑现奖金发放。充分发挥光华教育基金、海

丝教育基金等激励作用，每年奖励一批优秀教师和优秀校

长，举办 2020 年廷水秀琴伉俪教育基金颁奖大会，发放奖

教奖学金 242.18 万元，形成全社会关爱教师、兴办教育的

良好氛围。

4.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健康第

一，制定开学准备工作评估导则，“两案九制”和防控要

求按项目化抓细落实，严格校园管控，推进“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停学”，强化师生心理危机干预，组建工作专班，

错峰引导全区 115 所中小学、幼儿园 3.8 万师生员工分 6

批安全有序返校复学，顺利完成疫情下中、高考。全面排

查学校房屋安全隐患，完成全区 122 所学校、55 家校外培

训机构、15 家托儿所（含午托机构）房屋隐患排查，共排

查 518 栋建筑、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

患建筑，委托第三方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采取加固补

强、拆除重建等方式整改处置。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基础工

作，建立健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确保校园及师



生安全。推进“平安校园”等级创建，全面开展学校安全

风险评估，制订分级管控措施，构建信息化、科学化、智

能化新型校园治安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区 50%学校

完成“平安校园”创建。没有发生学校安全责任事故。

（二）补短板强服务，文旅融合呈现新格局

1.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 30 个，新增张坂、东园等 6 处百姓书房，全区共有百姓

书房 11 个。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依托区文化服务中心

提供图书借阅、精品讲座、文化活动、文化展览等，举办

公益讲座 5 期、展览 4 期、文化活动 15 场，公益性培训 11

项，服务群众 7 万人次，图书借阅 15 万多册次。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开展高甲戏、木偶戏、南音、文艺晚会等公益

性演出 30 场、放映农村电影 936 场、传统戏曲进校园 56

场。举办台商区首届“墨韵台商”书法大赛活动，36 名参

赛选手获奖，最小 8 岁，最大 65 岁，还有 2 个来自马来西

亚。疫情期间开展少儿美术作品展、世界读书日读书分享

会等线上活动，教师组获奖作品《榜样如灯 照亮初心》—

—《习近平在厦门》阅读分享登上《学习强国》。

2.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八仙过海欢乐水世界 7 月 9 日

开园运营，成为泉州及周边地区的网红避暑胜地。创办台

商区第一家旅行社泉州市九九国际旅行社、第二家旅行社

台商区云游旅行社，百崎乡下埭村获评省级旅游村、八仙

过海度假区获评泉州市旅游度假区、华光文博园入选市级

特色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5 座，万安



村洛阳桥游客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闽风台韵”推送文

旅资讯 200 余期，位居泉州旅游类微信影响力榜单第二

名。举办台商区首届伴手礼评选活动，评选“台商区伴手

礼正式名录”20 件、“预备名录”10 件。

3.加强文物和非遗保护管理。全力配合做好“古泉州

（刺桐）史迹”申遗工作，完成洛阳桥周边环境整治、游

客服务中心建设。洛阳古街“三留一活”文化复兴工程持

续推进，共租赁 210 幢、保护修缮 100 余幢，北桥头、古

桥憩园、尼庵巷等节点建设已竣工。完成义波祠、上仑石

塔、吉贝瑶台等文物修缮，启动孙氏家庙、陈氏家庙、郭

氏家庙文物修缮前期工作。全区现有国保单位 2 个、省保

单位 2 个、市（县）保单位 40 个。在全市率先完成全区 70

处一般文物点立碑工作，实现建筑类文物电气火灾实时监

控全覆盖。招募文化志愿者 30 名，开展文化志愿培训 2

期，评选区级非遗传承人 23 名，全区现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82 人（其中省级 2 人、市级 5 人）、非遗代表性项

目 25 个。

（三）创品牌争一流，体育事业实现新突破。推动群

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全面协调发展。加强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完成省级为民办实事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张坂镇松山村五人制笼式足球场建设，投入 500 多万元，

新建海丝生态公园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洛阳霞星村、金

屿、锦新安置小区健身设施，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日趋完

善，全区各类体育场地 836 个，场地面积 58.67 万平方



米，人均场地面积 2.27 平方米。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开展，

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全民健身体育赛事举办方式，

举办环百崎湖健步走等 15 项全民健身比赛和活动，环百崎

湖健步走活动连续举办 9 年。分类抓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建设，构建完善的科学健身服务体系，提高群众健身指

导水平。巩固提升张坂中学青少年射箭训练基地水平，新

建洛江中学青少年射击训练基地、玉埕中学青少年足球训

练基地，坚持“体教结合”，发挥好体育传统校、基地

校、特色校等引领带动作用，大力培养各类竞技体育人

才。抓好学校体育工作。积极开展每天锻炼一小时和阳光

体育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举办区中小学

体育运动会，20 支代表队 1022 名运动员参赛，破大会纪录

16 人次，展示阳光体育运动成果。大力推进校园足球文化

建设，推荐 4 所学校申报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体育特色校创建成效显著，全区共有国家级足球特色

校（园）18 所、篮球特色校 3 所。

（四）转作风优服务，工作效能体现新成效。

1.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机关管理机制，严格执行

学习、会议、考勤、接待等规章制度。规范文件办理程

序，在局内部施行政务 OA 系统，推动文电高效流转。坚持

民主集中制，部门重要事项均经局党委会、局务会集体研

究决定。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强化科室协同协作，鼓励干

部职工撰写工作信息，编印《教育文体旅游局简报》10

期，积极向上报送信息。积极推动行政审批“三集中”，



落实“证照分离”改革，积极推进电子证照配置和调用。

全面启动“五级十五同”审批服务事项细化梳理工作，重

新绑定、发布审批事项 162 项。不断优化审批程序，2020

年行政许可即办件、平均跑动次数、压缩时限、平均材料

数、一趟不用跑、全流程网办等指标均达到优秀水平。全

年共受理办结审批事项 228 件，服务质量优、办事效率

高，受到办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2.抓好党建工作。加强局党委班子建设，以提升组织

力为重点，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发展新党员 10 名，成立省实验幼儿园泉州分园等 3

个幼儿园党支部，局机关下派 2 名中层干部兼任党支部书

记，推进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开展党员“承诺、践诺、评

诺”和主题党日活动，做好榜样当好示范。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清单等文件，各党委成员挂钩具体学校，督促指导

学校开展党建工作。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移风易俗等

重点工作，开展学校党支部“海丝先锋”达标创星活动，

深化“156”学校党建工作机制，经常性开展检查指导。着

力打造党建宣传阵地，建好用好区法治文化公园、乡镇文

化站、农家书屋、百姓书房等宣传平台。引导各基层党组

织、广大党员在“四个融合”中主动作为、彰显能力、树

立形象。充分发挥白沙片区拆迁工作“党员先锋岗”作

用，为 87 名学生现场办理入学手续，助推征迁工作顺利开

展，白沙四期征迁签约率、腾空率、档案送审率均达



100%，位居全区第一。疫情防控期间，成立 5 个党员先锋

队，分片区多批次深入各校园、文旅单位指导督促防疫工

作，成立 4 个工作专班保障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安全有序开

学，发动全区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捐赠防疫资金 35.28

万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党员干部参加警示教育活

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重要节假日向干部群发廉政提

示短信，对重要岗位和可能发生的苗头性问题早监督、常

提醒，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3.落实工作责任。扎实推进“强基促稳”、民生 XIN

行动、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

给，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落

实综治维稳和平安建设各项措施，工作实绩纳入年终考核

内容。落实落细“扫黄打非”工作，实现全区村级“扫黄

打非”基层站点全覆盖。强化绩效管理，科学确定年度绩

效评估指标，制定并执行机关内部绩效考评方案，重点做

好市对区绩效考评工作，努力提升绩效水平。按时完成

省、市、区为民办实事项目 11 个，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委员提案 12 件，答复率和满意率 100%；受理、接待群众

来信来访 43 件，受理办结 12345 便民服务平台咨询件 214

件。认真做好精神文明创建、普法宣传、依法治区、信息

公开、双拥、计生、工会等工作。



第二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20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 年本部门年初结转和结余 3,586.10 万元，使用非

财政拨款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8,034.70 万元，本年

支出 6,926.71 万元，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

余 4,694.09 万元。

（一）2020 年收入 8,034.70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861.44 万元，增长 12.01％，具体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298.57 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96.37 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

4. 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5. 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 经营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其他收入 1,339.76 万元。



（二）2020 年支出 6,926.71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20.64 万元，下降 1.71％，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 1,299.73 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364.80

万元，公用支出 934.93 万元。

2.项目支出 5,626.98 万元。

3.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4.经营支出 0.00 万元。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491.23 万元，比上年

决算数减少 931.68 万元，下降 14.51%，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9.99 万元，

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85.52 万元，增长 1913.20%。主要原因

是第十届世界惠安泉港泉州台商投资区同乡联谊会活动相

关经费增加。

（二）2050101 行政运行 438.45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 192.71 万元，增长 78.42%。主要原因是公共助理员人

员增加，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支出增加。



（三）20501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68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38 万元，增长 460%。主要原因是公用支出项

目增加。

（四）2050201 学前教育 559.41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751.71 万元，下降 57.33%。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支

出减少。

（五）2050202 小学教育 169.09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1852.96 万元，下降 91.64%。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

支出减少。

（六）2050203 初中教育 243.83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 147.44 万元，增长 152.96%。主要原因是中考课程改

革等支出增加。

（七）2050204 高中教育 30.44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7.22 万元，下降 19.17%。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支出

减少。

（八）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340.3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154.85 万元，增长 83.50%。主要原因是义务

教育阶段生活补助增加，学校人才引进等补助增加。



（九）2050302 中等职业教育 232.49 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增加 145.18 万元，增长 166.28%。主要原因是中职学

校学生数增加，免学费补助资金增加。

（十）2050801 教师进修 111.07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101.48 万元，下降 47.74%。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教

师继续教育经费减少。

（十一）2050901 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 52.13 万元，

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797.73 万元，下降 93.87%。主要原因是

疫情影响，建设项目支出减少。

（十二）2050902 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 1054.48 万

元， 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541.01 万元，增长 105.36%。主要

原因是学校采购、修缮等增加。

（十三）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9.40 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减少 92.75 万元，下降 90.8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

整。

(十四)2070104 图书馆 771.7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

加 771.70 万元，主要原因是新增区图书馆前期设计费。

（十五）2070108 文化活动 66.22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增加 49.48 万元，增长 295.58%。主要原因是各类文化活

动支出增加。



(十六)2070109 群众文化 28.88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 8.88 万元，增长 44.40%。主要原因是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专项资金、文化站、美术馆免费开放

资金支出增加。

（十七)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 43.67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24.82 万元，增长 131.67%。主要原因是各类文

化保护与文化创作支出增加。

（十八）2070112 文化市场管理支出 8.47 万元，较上

年决算数增加 6.69 万元，增长 375.84%。主要原因是增加

文化市场管理支出。

（十九) 2070113 旅游宣传 39.88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增加 27.04 万元，增长 210.59%。主要原因是增加上级

补助（旅游厕所）支出。

（二十）2070114 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 12.65 万元，

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6.19 万元，增长 95.82%。主要原因是旅

游业务管理费增加。

（二十一）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681.03 万

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432.92 万元，增长 174.49%。主要

原因是新增图书经费、百姓书房、图书借阅点建设。



（二十二）2070204 文物保护 60.60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增加 9.25 万元，增长 18.01%。主要原因是文物保护增

加。

（二十三）2070305 体育竞赛 36.35 万元，较上年决

算数增加 21.17 万元，增长 139.46%。主要原因是体育竞赛

增加。

（二十四）2070308 群众体育 10.00 万元，较上年决算

数减少 3.25 万元，下降 24.53%。主要原因是群众体育减

少。

（二十五）2070607 电影 12.17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增加 0 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农村电影放

映“2131”工程。

（二十六）2070699 其他新闻出版电影支出 41.14 万

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5.73 万元，增长 16.18%。主要原

因其他新闻出版电影支出增加。

（二十七）20799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9.36 万

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0 万元，增长 0%。主要原因是农

村电影场次补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二十八）2079999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44.0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89.35 万元，增长

163.49%。主要原因是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加。

(二十九)2129901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192.35 万元，较

上年决算数增加 192.35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百姓书房、

图书借阅点建设，洛阳桥游客中心建设补助。

三、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政府性基金支出 88.53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增加 23.09 万元，增长 35.28%，具体情况如下：

（一）2070904 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补助 12.00 万元，较

2019 年决算数增加 12.0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省级旅

游厕所建设补助资金。

（二）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6.53

万元，较 2019 年决算数增加 59.74 万元，增长 355.81%。

主要原因是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0 年度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85.88 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364.80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

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

贴、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

（二）公用经费 221.08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

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

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

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0.74 万元，比年

初预算的 4 万元下降 81.5%。主要原因是响应政策，缩减开

支。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2.00 万元下降 100%。全年安排本部门组织的出国团组 0

个，参加其他部门出国团组 0 个；全年因公出国（境）累

计 0 人次。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控制

开支。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

预算的 0 万元下降 0%，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 落实公车改革。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 0 辆，主要是:严格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 落实公车改革。

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0.00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0 万元

下降 0%，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落实公

车改革。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

为 0 辆。

（三）公务接待费支出 0.74 万元，比年初预算的 2 万元

下降 63.00%。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制定我局《公务接待管理办法》， 深入推



进公务接待改革，精简会议、简化接待。累计接待 9 批

次、90 人次。

七、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0 年度 3 个

项目实施单位自评，分别是教育专项、文化旅游专项、体

育专项，涉及财政拨款资金共计 9834 万元。

对 3 个项目实施部门评价，分别是教育专项、文化旅

游专项、体育专项，涉及财政拨款资金共计 9834 万元，评

价结果等次为“优”“良”“中”“差”的项目分别是 2

个、1 个、0 个、0 个。

八、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21.08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增长 337.70%，主要是:增加公共事务助理员。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20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1,743.93 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447.94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

出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95.99 万元。授予中小

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其



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00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的 0%。

（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0 辆，其

中：副部（省）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

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0 台

（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

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出租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

积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

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

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

所得税、提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

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

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

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

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

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

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五部分 附件

一、《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2020 年教育专项 8268 万元资金绩效自评

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落实

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构建科学、合理的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落实“谁支出、谁负责”的主

体责任，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推动财政资

金聚力增效，切实提升政府效能，通过查找和分析项目组

织实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

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泉州台商投资区

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组织对 2020 年度教育专项专项

开展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020 年，我区教育专项共 8268 万元，其中教育专项

5068 万元、湖东学园 PPP 回购款 1230 万元、中小学设备、

图书添置 400 万元、寄宿学校教师及学生宿舍灯光改造 320

万元、十六中科学楼建设工程 500 万元、运动场改造 550

万元、颍滨小学教学综合楼建设 200 万元。

2、资金情况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金额 8268.00 万元，其中：财政资

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8268.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中调整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度拨付金额 714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714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1126.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

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

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126.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

元。

实际到位金额 714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714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4793.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4793.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2349.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

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



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2349.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

元。

结余率 32.89%，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地方财政

资金 32.89%、其他资金 0.00%。

（二）主要成效

一、夯基础提品质，教育事业展现新面貌。科学调整

学校布局，扎实推进教育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办学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教育发展环境逐步优化，顺利通过教育“两

项督导”省级评估、语言文字工作市级评估。全区各级各类

学校（园）122所，在校生 54920人，在职公办教职工 1653

人，“同工同酬”编外教师 683人。

二、加快教育项目建设。投入近 2亿元，加快推进学

校配套设施建设、运动场改造提升、教育装备提档升级，

进一步优化校园环境，提升办学条件。完成湖东学园中学

校区、区第十实小附属工程、张坂中学、玉埕中学、秀江

中学运动场建设并投入使用。完成省实验幼儿园泉州分园

二次装修，秋季招生 7个班 210名幼儿。全面启动首都师大

附属泉州学校和区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实验小学、屿

光小学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区第八、第九、泉州幼高专

附属实验幼儿园等 4所公办园、堂头等 5所小区配套园建

设，建成后可新增公办园学位 3240个。实施节能护眼灯光

改造工程，完成全区寄宿制学校照明环境改造。新建学生

计算机网络教室 5间，增配及更新中小学多媒体设备 190



套、中小学课桌椅 2500套、图书 5.6万册，配齐公办园扩

容建设设备设施，提升教育装备水平。

三、统筹各类教育发展。引进泉州幼高专附属第二实

验幼儿园，与泉州师院附小合作创办泉州师院附小台商区

分校第二校区，扩大湖东实验学园办学规模，省实验幼儿

园泉州分园全面招生，张坂中学、第十实小委托首都师大

管理，借助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提速发展。加大普惠性民办

园扶持力度，强化公办园招生管理，新开办公办园 1所、扩

容 5所，新增公办学位 1080个，公办园在园幼儿数占比、

普惠园覆盖率分别达 51.2%、91.5%，获《中国教育报》头

版头条专题报道。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做好控辍保学工作，织牢义务教育覆盖网。基本消除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51-55人班级控制在 10.5%，全面消

除 56人及以上班级。新认定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10

所，全区共 32所，创建率达 56.1%。高考成绩逐年提升，

泉州十六中 2020年本科上线率、录取“双一流”人数创办学

新高。鼓励、扶持双喜、海事 2所中职学校办学，推动中

职、普高教育协调发展，华光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特色校创建成效显著，新增市级“青少年科技

教育示范校”2所、“中小学艺术特色学校”1所，全区现有国

家级足球、篮球特色校（园）21所，市级“青少年科技教育

示范校”6所、“艺术特色校”3所、“书法教育示范校”1所。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有效盘活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编制，扩大招聘规模，2020年招聘新任教师 329人，其中



编内教师 41人，编外合同教师 288人，为湖东实验学园专

项招聘优秀教育人才 10人。加快教师进修学校建设，全面

开展教科研工作，发挥好名师工作室、教学名师等示范带

动作用，获评泉州市首批中小学名校长 2人，目前全区共有

市级以上名师名校长 16人、骨干教师 195人。多形式开展

教师校际交流工作，2020年参与校际交流的中小学教师 51

人，占比 18.5%。举办“文化大讲堂”、“千人学礼·关乎教育”

教师礼仪文化讲座等，提升全区教师形象及学校面貌。建

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落实教师福利待遇，实现编外合同

教师“同工同酬”，待遇全市最好，实现乡镇补贴和农村生活

补助全覆盖。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

员工资收入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确保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

公务员，2020年调整中小学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到 2.42万

元。创建文明校园 34家，其中省级 1家、市级 9家，及时

兑现奖金发放。充分发挥光华教育基金、海丝教育基金等

激励作用，每年奖励一批优秀教师和优秀校长，举办 2020

年廷水秀琴伉俪教育基金颁奖大会，发放奖教奖学金

242.18万元，形成全社会关爱教师、兴办教育的良好氛围。

五、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健康第

一，制定开学准备工作评估导则，“两案九制”和防控要求按

项目化抓细落实，严格校园管控，推进“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

停学”，强化师生心理危机干预，组建工作专班，错峰引导

全区 115所中小学、幼儿园 3.8万师生员工分 6批安全有序

返校复学，顺利完成疫情下中、高考。全面排查学校房屋



安全隐患，完成全区 122所学校、55家校外培训机构、15

家托儿所（含午托机构）房屋隐患排查，共排查 518栋建

筑、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筑，委

托第三方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采取加固补强、拆除重建

等方式整改处置。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基础工作，建立健全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确保校园及师生安全。推进

“平安校园”等级创建，全面开展学校安全风险评估，制订分

级管控措施，构建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新型校园治安

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区 50%学校完成“平安校园”创

建。没有发生学校安全责任事故。

二、绩效分析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7.22 分，等级为优秀，设置绩

效目标 16 个，实际完成 14 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1)湖东学园中学校区工程进度,目标值 100%,

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2)添置中小学电脑室,目标值 5 间,实际完成

5 间,权重 3.00,得分 3.00。

3)添置初中实验室仪器设备橱柜,目标值 7

所,实际完成 7 所,权重 2.00,得分 2.00。

4)采购多媒体设备,目标值 100 套,实际完成

100 套,权重 3.00,得分 3.00。



5)改造寄宿制学校教室灯光设备,目标值

203 间,实际完成 203 间,权重 2.00,得分

2.00。

6)改造学生宿舍灯光设备,目标值 296 间,实

际完成 296 间,权重 5.00,得分 5.00。

7)十六中科学楼建设工程进度,目标值 100%,

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8)张坂中学、玉埕中学运动场工程进度,目

标值 100%,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9)颖滨小学教学综合楼建设工程进度,目标

值主体施工,实际完成主体施工 ,权重 5.00,

得分 5.00。

2、质量指标

1)新建运动场工程验收合格率,目标值 100%,

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3、时效指标

1)资金按申请进度及时到位率,目标值 100%,

实际完成 86.38%,权重 5.00,得分 4.32,未

完成原因：因部分工作调整，故调整部分资

金

4、成本指标



1)资金拨付控制数,目标值 8268 万元,实际

完成 4793 万元,权重 5.00,得分 2.90,未完

成原因：部分资金尚未结算，安排于下年度

支出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1)湖东学园中学校区竣工投入使用，带动湖

东片区人口集聚,目标值带动人口集聚,实际

完成带动人口集聚,权重 15.00,得分

15.00。

2、社会效益指标

1)运动场地标准达到国家一类标准,目标值

100,实际完成 100,权重 15.00,得分

15.00。

3、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1)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目标

值持续加强,实际完成持续加强,权重 10.00,

得分 10.00。

（三）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项目的综合满意度,

目标值 85%,实际完成 96.4%,权重 10.00,得

分 10.00。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教育专项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但经过总结、分析仍存

在以下问题：

1、资金使用率仅为 67.11%，未达预期目标；

2、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制定绩效目标，目标的设定符合

客观需要，但部分专项目标的设定还不够科学、不够合

理，且指标单薄。

3、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但仍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未规定使用范围和金额标准，资金使用有待进一步规

范。

4、湖东学园为 PPP 项目，因政策调整 PPP 项目需制定

绩效考核方案并定期进行绩效考核，方可支付建设期融资

补贴。该项目绩效考核方案还未正式出台造成相关经费无

法及时拨付。

5、人才引进补助经费使用率较低，因年度人才引进未

能实现年度目标，相应人才补助经费较少。

（二）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单位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

改：

一、是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编制管理。今后，我局将

结合项目实际施工进度，合理测算资金需求，提高预算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财务与业

务工作的紧密衔接，做好项目可行性、投入资源等事前

评估工作，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精准编制预算。

三、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增强

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跟踪管理制度，促进项目实施过程跟踪管

理，充分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对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

问题要分析原因，按照严格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

政策调整进行挂钩，及时纠错纠编，提高资金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四、已委托第三方制定湖东学园 PPP 项目绩效考核方

案，将于下年度尽快支付相关费用。

五、精准制定年度人才引进计划，合理安排专项资金

预算。



2020 年文化旅游专项 1524 万元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落实

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构建科学、合理的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落实“谁支出、谁负责”的主

体责任，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推动财政资

金聚力增效，切实提升政府效能，通过查找和分析项目组

织实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

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泉州台商投资区

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组织对 2020 年度文化旅游专项

专项开展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020 年，我区文体旅游专项共 1524 万元，其中区文化

服务中心提升 30 万元、海丝公园元宵节专项经费 80 万

元、图书经费 300 万元、建设区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760

万元、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专项 30 万元、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和管理 100 万元、文物保护经

费 70 万元、42 个村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资金

144 万元、其他文化体育专项 1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文

化、体育、旅游等方面基本支出。

2、资金情况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金额 1524.00 万元，其中：财政资

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524.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中调整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度拨付金额 1359.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359.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165.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

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

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65.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到位金额 1359.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359.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1221.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221.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138.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

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

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38.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结余率 10.15%，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地方财政

资金 10.15%、其他资金 0.00%。

（二）主要成效

一、补短板强服务，文旅融合呈现新格局。全面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体育场

馆建设，实现区、镇、村文化服务网络全覆盖。新增 1 个

省级旅游村、1 个市级旅游度假区、1 个市级特色文化旅游

示范基地。洛阳古街保护与利用工作成效显著。文化事业

整体水平和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旅游经济继续

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二、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 30 个，新增张坂、东园等 6 处百姓书房，全区共有百

姓书房 11 个。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依托区文化服务中

心提供图书借阅、精品讲座、文化活动、文化展览等，举

办公益讲座 5 期、展览 4 期、文化活动 15 场，公益性培训

11 项，服务群众 7 万人次，图书借阅 15 万多册次。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开展高甲戏、木偶戏、南音、文艺晚会等公

益性演出 30场、放映农村电影 936 场、传统戏曲进校园 56

场。举办台商区首届“墨韵台商”书法大赛活动，36 名参

赛选手获奖，最小 8 岁，最大 65岁，还有 2 个来自马来西

亚。疫情期间开展少儿美术作品展、世界读书日读书分享

会等线上活动，教师组获奖作品《榜样如灯 照亮初心》—

—《习近平在厦门》阅读分享登上《学习强国》。



三、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八仙过海欢乐水世界 7 月 9

日开园运营，成为泉州及周边地区的网红避暑胜地。创办

台商区第一家旅行社泉州市九九国际旅行社、第二家旅行

社台商区云游旅行社，百崎乡下埭村获评省级旅游村、八

仙过海度假区获评泉州市旅游度假区、华光文博园入选市

级特色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5 座，万

安村洛阳桥游客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闽风台韵”推送

文旅资讯 200 余期，位居泉州旅游类微信影响力榜单第二

名。举办台商区首届伴手礼评选活动，评选“台商区伴手

礼正式名录”20 件、“预备名录”10 件。

四、加强文物和非遗保护管理。全力配合做好“古泉

州（刺桐）史迹”申遗工作，完成洛阳桥周边环境整治、

游客服务中心建设。洛阳古街“三留一活”文化复兴工程

持续推进，共租赁 210幢、保护修缮 100 余幢，北桥头、

古桥憩园、尼庵巷等节点建设已竣工。完成义波祠、上仑

石塔、吉贝瑶台等文物修缮，启动孙氏家庙、陈氏家庙、

郭氏家庙文物修缮前期工作。全区现有国保单位 2 个、省

保单位 2 个、市（县）保单位 40个。在全市率先完成全区

70 处一般文物点立碑工作，实现建筑类文物电气火灾实时

监控全覆盖。招募文化志愿者 30名，开展文化志愿培训 2

期，评选区级非遗传承人 23 名，全区现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82 人（其中省级 2 人、市级 5 人）、非遗代表性项

目 25个。



二、绩效分析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3.39 分，等级为优秀，设置绩

效目标 16 个，实际完成 12 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1)区公共文旅场馆建设,目标值场馆建设开

始施工,实际完成未开工,权重 5.00,得分

0.00,未完成原因：因区主要领导人事调

整，该项目暂缓

2)新增图书册数,目标值 10 万册,实际完成

10 万册,权重 3.00,得分 3.00。

3)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值 100%,

实际完成 100%,权重 3.00,得分 3.00。

4)开展图书馆流动服务场数,目标值 30 场,

实际完成 24 场,权重 2.00,得分 1.60,未完

成原因：因年初疫情原因部分场次未能顺利

开展

5)开展展览活动场数,目标值 5 场,实际完成

5 场,权重 2.00,得分 2.00。

6)开展图书推广活动场数,目标值 12 场,实

际完成 12 场,权重 3.00,得分 3.00。



7)文物建筑智慧用电工作开展进度,目标值

100%,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8)一般文物点保护标志碑设立工作开展进度,

目标值 100%,实际完成 100%,权重 5.00,得

分 5.00。

9)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目标值建设 4 个游客

中心 5 个旅游厕所,实际完成建设 4 个游客

中心 5 个旅游厕所 ,权重 5.00,得分

5.00。

2、质量指标

1)义波祠修缮验收情况,目标值合格,实际完

成合格 ,权重 5.00,得分 5.00。

2)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时长检验,目标值开放

时间达标,实际完成开放时间达标,权重

2.00,得分 2.00。

3、时效指标

1)提升区文化服务中心,目标值 100%,实际

完成 100%,权重 5.00,得分 5.00。

4、成本指标

1)资金拨付控制情况,目标值 1524 万元,实

际完成 1221 万元,权重 5.00,得分 4.01,未



完成原因：部分资金尚未结算，安排于下年

度支出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1)服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目标值人均 1 册

以上,实际完成人均 1 册以上,权重 20.00,

得分 20.00。

2)加大各村综合文化服务力度，进一步构建

综合文化服务网络,目标值 42 村,实际完成

42 村,权重 20.00,得分 20.00。

3、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三）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区文化服务中心文化服务群众满意度,目

标值 95,实际完成 92.9,权重 10.00,得分

9.78。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文化旅游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但经过总结、

分析仍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使用率仅为 89.85%，未达预期目标；

2、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制定绩效目标，目标的设定符合

客观需要，但部分专项目标的设定还不够科学、不够合

理，且指标单薄。

3、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但仍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未规定使用范围和金额标准，资金使用有待进一步规

范。

4、区公共文旅场馆已完成设计，原计划 11 月公开招

投标，因区主要领导人事调整，该项目暂缓，因未达到预

算绩效目标。

（二）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单位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

改：

一、是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编制管理。今后，我局将

结合项目实际施工进度，合理测算资金需求，提高预算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财务与业

务工作的紧密衔接，做好项目可行性、投入资源等事前

评估工作，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精准编制预算。

三、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增强

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跟踪管理制度，促进项目实施过程跟踪管



理，充分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对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

问题要分析原因，按照严格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

政策调整进行挂钩，及时纠错纠编，提高资金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四、于下一年度重新开展区公共文旅场馆招标工作，

推进工作进度，早日完成公共文旅场馆建设工作。

2020 年体育专项 42 万元资金绩效自评

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落实

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构建科学、合理的财

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落实“谁支出、谁负责”的主

体责任，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推动财政资

金聚力增效，切实提升政府效能，通过查找和分析项目组

织实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与

对策，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有力的依据。泉州台商投资区

管理委员会教育文体旅游局组织对 2020 年度体育专项专项

开展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专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020 年，体育专项共 42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群众体

育、学校体育等方面基本支出。其中区少体校外聘师资

经费 12 万元、美育特色学校建设经费 30 万元。

2、资金情况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金额 4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

元、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4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中调整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年度拨付金额 1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1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3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3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到位金额 1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1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实际支出金额 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

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

金-地方财政资金 0.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本年度结余金额 12.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

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 万元、财政

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12.00 万元、其他资金 0.00 万元。

结余率 100.00%，其中：财政资金-中央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省财政资金 0.00%、财政资金-地方财政

资金 100.00%、其他资金 0.00%。

（二）主要成效

创品牌争一流，体育事业实现新突破。推动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全面协调发展。加强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完成省级为民办实事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张坂

镇松山村五人制笼式足球场建设，投入 500多万元，新建

海丝生态公园 11 人制标准足球场、洛阳霞星村、金屿、锦

新安置小区健身设施，群众体育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全区

各类体育场地 836 个，场地面积 58.67 万平方米，人均场

地面积 2.27 平方米。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开展，探索疫情防

控常态化形势下全民健身体育赛事举办方式，举办环百崎

湖健步走等 15 项全民健身比赛和活动，环百崎湖健步走活

动连续举办 9 年。分类抓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构

建完善的科学健身服务体系，提高群众健身指导水平。巩

固提升张坂中学青少年射箭训练基地水平，新建洛江中学



青少年射击训练基地、玉埕中学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坚

持“体教结合”，发挥好体育传统校、基地校、特色校等

引领带动作用，大力培养各类竞技体育人才。抓好学校体

育工作。积极开展每天锻炼一小时和阳光体育活动，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举办区中小学体育运动会，20

支代表队 1022 名运动员参赛，破大会纪录 16 人次，展示

阳光体育运动成果。大力推进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推荐 4

所学校申报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体育特色校

创建成效显著，全区共有国家级足球特色校（园）18 所、

篮球特色校 3 所。

二、绩效分析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81.43 分，等级为良好，设置绩

效目标 11 个，实际完成 8 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1)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项目数量,目标值 15

项,实际完成 15 项,权重 10.00,得分

10.00。

2)参加市级体育比赛,目标值 2 个,实际完成

2 个,权重 5.00,得分 5.00。

3)建设国家级足球特色校,目标值 18 所,实

际完成 18 所,权重 10.00,得分 10.00。



4)建设省级、区级足球特色校,目标值 3 所,

实际完成 3 所,权重 5.00,得分 5.00。

5)建设国家级篮球特色校,目标值 3 所,实际

完成 3 所,权重 10.00,得分 10.00。

2、质量指标

3、时效指标

1)各项资金按申请进度及时到位率,目标值

100%,实际完成 28.57%,权重 5.00,得分

1.43,未完成原因：

4、成本指标

1)资金拨付情况,目标值 42 万元,实际完成

0 万元,权重 5.00,得分 0.00,未完成原因：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1)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带动第三产业发

展。,目标值顺利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实际

完成顺利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权重 15.00,

得分 15.00。

2、社会效益指标

1)体育训练基地建设，提升竞技体育水平,

目标值完成训练基地建设任务,实际完成完



成训练基地建设任务,权重 15.00,得分

15.00。

3、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指标

1)扩大新区影响力,目标值完成 2020 年环湾

赛保障工作,实际完成因为疫情原因，2020

年未举办环湾赛。,权重 10.00,得分 0.00,

未完成原因：因为疫情原因，2020 年未举

办环湾赛。

（三）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值 90%,实际完成

93.8%,权重 10.00,得分 10.00。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体育专项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但经过总结、分析仍存

在以下问题：

1、资金使用率仅为 0%，未能正确预测资金预算

2、因为疫情原因，2020 年未举办环湾赛。

3、在专项资金使用方面，但仍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规

定，未规定使用范围和金额标准，资金使用有待进一步规

范。



4、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暂停外聘师资开展相关教学训练活动，暂停开展美育特色

校创建相关活动

（二）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单位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整

改：

一、是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编制管理。今后，我局将

结合项目实际施工进度，合理测算资金需求，提高预算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财务与业

务工作的紧密衔接，做好项目可行性、投入资源等事前

评估工作，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精准编制预算。

三、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增强

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管理意识，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跟踪管理制度，促进项目实施过程跟踪管

理，充分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对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

问题要分析原因，按照严格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

政策调整进行挂钩，及时纠错纠编，提高资金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四、当疫情恢复，社会开放后将继续开展各项外聘师

资开展相关教学训练活动，美育特色校创建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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