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4,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4,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教育部
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的通知》（教师[2018]2号）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8]25号）、《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53
号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明确教师继续教育经费评价指标统计口径的通知》粤教继函
〔2019〕18号的文件要求。开支范围：用于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支持市教师
发展中心建设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用于开展在职教师培养、培训等项目所需的
住宿费、师资费、指导费、场地费、资料费、交通费，名教师名校（园）长工作室补
助、艺术工作室补助、其他费用等。

项目概述
用于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支持市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用于开展在职教师培养、培训等项目所需的住宿费、师资费、指导费、场地费、
资料费、交通费，名教师名校（园）长工作室补助、艺术工作室补助、其他费用等。

总体绩效目标：
教师队伍的规模、结构、素质符合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初步建成一支师德高尚、
结构合理、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专业化高素质教师队伍。

2023年度绩效目标：
广大教师具有高尚的师德品行、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教育教学
能力、教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形成一支引领我市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数量

建设工作室
（个）

≥120 ≥120

科研课题立项 ≥10项 ≥10项

培训项目 ≥15项 ≥15项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培训完成率 ≥90% ≥9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资金下达时限 2023年4月前 2023年4月前

成本 人均培训成本 ≤550元/人/天 ≤550元/人/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大专以上学历
幼儿园专任教
师比例

≥90% ≥90%

高中、中职教
师队伍硕士学
历层次占比
（%）

≈32% ≈32%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教师在专业上
能持续发展

≥2年 ≥2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学前教育）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4,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4,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珠府〔2011〕150号）、
《关于印发珠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珠府〔2011〕32号）、《关于印
发珠海市学前教育第二期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8年）的通知》（珠教〔2015〕
6号）及《珠海市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2018-2020年）》(珠教〔2018〕7号 )、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珠府〔2022〕
29号）的文件要求，设立我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开支范围：用于支持各区扶持普惠
性幼儿园、骨干师资培训、学前教育宣传月等大型活动及园长工作室和教师工作室建
设等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工作。

项目概述

在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结合各区学前教育发展现状，通
过“以奖代补”形式用于支持各区发展学前教育。根据各区公办园占比、公办园覆盖
率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等3个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经费分配；给予通过评估的规范
化幼儿园分农村、乡镇、城市幼儿园和限定期间入学的在职在岗幼儿园教师，在取得
毕业证书后予以一次性奖励；根据国家、省通知要求做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设立
我市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区扶持普惠性幼儿园、骨干师资培训、学前教育
宣传月等大型活动及园长工作室和教师工作室建设等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为促进全市学前教育向公益性普惠性方向发展，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大力扶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落实市政府对幼儿园的扶持及奖励，实现全市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数占比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步提升。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促进全市学前教育向公益性普惠性方向发展，扩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大力扶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落实市政府对幼儿园的扶持及奖励，实现全市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数占比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步提升。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以上
。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数量

扶持幼儿园个
数(所)

≥200 ≥200

举办宣传活动
场次

≥30场 ≥30场

质量

通过规范化幼
儿园评估数量
(所)

≥10所 ≥10所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培训项目按时
完成率（%）

＞90% ＞90%

成本 预算成本 ≤2000万元 ≤20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新增学位
（个）

＞8000 ＞8000

公办和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在
园幼儿比例

≥80% ≥8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普惠性幼儿园
可持续发展

＞1年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民办教育发展）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47,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47,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的意见》
（粤府办〔2013〕27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促进民办
教育规范特色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珠府办〔2015〕20号）、《广东省教育厅办公
室关于做好2020年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印发珠海市民
办中小学校自主招收本市户籍学生生均培养成本补助办法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开支
范围含：购买公办学位、民办学校扶持项目、民办学校自主招收本市户籍生补贴、发
放代课教师困难补及其他用于民办学校的发展项目等。因近年来，民办学校本市户籍
学生入学率大幅度上升，遂对应提高民办自主招收本市户籍补助资金。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发展的意见》
（粤府办〔2013〕27号）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进一步促进民办
教育规范特色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珠府办〔2015〕20号）要求,设立我市民办教育
专项资金,预期达到扶持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效果,用于教育培养成本补助、政府
购买服务、实施教师年金制度奖励金、奖励和资助项目等。开支范围含:民学学校扶持
项目、规范化学校奖励、购买公办学位、民办学校自主招收本市户籍生补贴、原民办
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以及其他用于民办学校的发展项目等。因近年来，民办学校本
市户籍学生入学率大幅度上升，遂对应提高民办自主招收本市户籍补助资金。

总体绩效目标：
扶持民办学校持续发展，补充我市公办学位不足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
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2023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民办学校自主招收本市户籍生财政补贴发放工作，完成教师从教津贴、原代课教
师生活困难补发放工作。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惠学生数 ≥10000人次 ≥10000人次

发放生活困难
补教师人数

≥200人次 ≥200人次

补助学校数量
（所）

＞40所 ＞40所

质量
补贴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
及时性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4700万元 ≤47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民办教育规范
规范发展

促进民办教育规范规范发
展,保障教育事业公益性

促进民办教育规范规范发
展,保障教育事业公益性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民办学校可持
续发展

≥1年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省（市）教育政策配套资金）（其他项目）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5,760,000.00 项目总额（元） 5,76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项目概述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
拨付各相关校。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
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奖助
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拨付各相关校。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
特困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
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
奖助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数量
受资助学生人
数

＞100人 ＞100人

质量
资助金发放准
确率

100% 100%

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
及时性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576万元 ≤57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子
不因贫困而失学。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
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控缀保学 ≥1年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市本级教育费附加）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31,500,000.00 项目总额（元） 31,5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珠海市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珠教财〔2021〕7号）的文件要求。专项资金用于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和资
源整合项目，教育教学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和硬件设备购置，教育教学专用设备购
置，校安工程及校舍修缮，校园环境整治，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各类竞赛活动，改善
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以及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实施的其他项目。

项目概述
根据《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珠海市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珠教财〔2021〕7号），对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补充，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总体绩效目标：
按照统筹安排、突出重点的原则，用于改善市直属学校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保障学
校教育教学秩序正常运转，促进教育内涵发展，保障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和重点
工作。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先收后支、列收列支、收支平衡”的原则，抓重点，扶弱项，参考省教育厅“大
专项+任务”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扶持下属学校，以确保学校教育教学正
常开展及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扶持学校个数
（所）

≥15所 ≥15所

开展项目数量 ≥50个 ≥50个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项目完工及时
率

≥95% ≥95%

成本
采购资金节约
率

≥2% ≥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学校发展
需求，提高社
会影响力

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发展需
要

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发展需
要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

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校内课后服务）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51,240,000.00 项目总额（元） 51,24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
〔2021〕17号）要求，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实现两个“全覆盖”、《珠海市关于进
一步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文件要求，到2020年底基
本实现全市小学为全部有需求的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开支范围：补助区级支出，香洲
区、斗门区校内课后服务纳入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补助范围，补助比例为50%。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
〔2021〕17号）要求，义务教育校内课后服务实现两个“全覆盖”、《珠海市关于进
一步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
市小学为全部有需求的学生提供课后服务，此项工作为持续性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预计于2022年持续开
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包括为学生提供午休看护、课后托管、课后
作业辅导等基础性服务内容，以及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持续为全部有需求的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切实减轻学生及家长
负担。 

2023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开展课后服务工作，不断完善课后服务开展形式，拓展课后服务内容，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减轻学生及家长负担。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惠学生人数
（人）

≥13万 ≥13万

质量 项目完成率 ＞90% ＞90%

时效
活动完成及时
率

＞90 ＞90

成本 预算成本 ≤5124万元 ≤512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促进学校素质
教育发展

开展多样化活动，为家长
减负，为学生赋能，有利
于促进学校素质教育发展
。

开展多样化活动，为家长
减负，为学生赋能，有利
于促进学校素质教育发展
。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

＞90 ＞90

服务对象满意
度（%）

≥80% ≥8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提升西部及海岛地区教育水平）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56,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56,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教育“提质创优建高地”实施意见的通知》及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西部地区教育振兴攻坚行动计划
（2020—2024年）的通知》文件要求，通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深入推进西部
及海岛地区教育综合改革。开支范围：专项资金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办学联盟，教
师队伍素质提升，学校品牌打造，教师支教跟岗，团建项目，特色项目培育与验收，
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安全整治，校舍修缮（不含相关联盟牵头单位）提升西部及海岛
地区教育水平发展的其他项目等。

项目概述
参考省教育厅“大专项+任务”的作法，按照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原则，结合国家、省
、市2023年度重点工作部署下达资金，着力提升西部、海岛地区中小学教育教学整体
水平，促进我市教育公平发展。

总体绩效目标：
通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深入推进西部及海岛地区教育综合改革。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进一步提升，基本消除大班现象；义务教育标准化学
校达95%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5%以上。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改造相对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达95%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
率达95%以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开展项目数量 ＞50个 ＞50个

薄弱特教学校
条件改善
（所）

≥4所 ≥4所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资金支出进度
（%）

＞90 ＞90

设备设施改造
进度（%）

≥80% ≥80%

成本 预算成本 ≤5600万元 ≤56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促进教育公平
逐步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
距，促进教育公平

逐步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
距，促进教育公平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逐步提升西部
地区教育教学
水平

≥1年 ≥1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省（市）教育政策配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8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8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项目概述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
拨付各相关校。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
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奖助
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拨付各相关校。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
特困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
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
奖助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资助学生人
数

＞1500人 ＞1500人

质量

补助发放率
（%）

≥95% ≥95%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资助任务完成
及时性（%）

＞90 ＞90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
及时性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80万元 ≤18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子
不因贫困而失学。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
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省（市）教育政策配套资金）（残疾生公用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6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6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项目概述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
拨付各相关校。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
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奖助
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拨付各相关校。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
特困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
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
奖助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资助学生人
数

＞100人 ＞100人

质量

补助发放率
（%）

≥95% ≥95%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任务完成及时
性

＞90 ＞90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
及时性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60万元 ≤16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子
不因贫困而失学。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
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省（市）教育政策配套资金）（中职免学费含残疾生补助）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6,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6,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项目概述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
拨付各相关校。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
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奖助
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拨付各相关校。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
特困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
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
奖助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资助学生人
数

＞100人 ＞100人

补助发放率
（%）

≥95% ≥95%

质量
补贴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时效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
及时性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600万元 ≤6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子
不因贫困而失学。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
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市级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省（市）教育政策配套资金）（中职免学费2）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2,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2,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资金、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
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将教育系统相关配套资金录库。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特困
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等职
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奖助
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既定标准及时配套各项奖助学金并拨付各相关校。主要用于困难子女上大学补助、
特困生减免补贴、中职免学费清算资金、普通高中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高
等职业学校奖助学金等相关政策性资金对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相应配套，确保各项
奖助学金及时配套拨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助学生人数
（人次）

≥100人 ≥100人

质量
补贴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任务完成及时
性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200万元 ≤20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子
不因贫困而失学。

应助尽助,确保每一位孩
子不因贫困而失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教师培训体系及
培训能力建设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教师培训体系及
培训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3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2,720,000.00 项目总额（元） 2,72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教师培训体系及
培训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概述
按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教师培训体系
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相关要求开展培训。

总体绩效目标：
按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教师培训体系
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相关要求开展工作，不断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省下达工作任务，资助名师工作室，建设校本示范校，以点带面不断提升我市教育
教学水平。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资助名师工作
室（个）

20 20

建设校本示范
校（所）

4 4

质量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90% ≥9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272万元 ≤272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教师素质 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项目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基础教育教研基
地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基础教育教研基
地项目-市本级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3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560,000.00 项目总额（元） 1,56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基础教育教研基
地项目

项目概述
按粤财科教〔2022〕245号提前下达2023年（新强师工程）第一批资金-基础教育教研
基地项目有关要求，建设教研基地。

总体绩效目标： 按省下达工作任务，完成基础教育教研基地建设任务。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省下达工作任务，我市建设2个基础教育教研基地。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建设教研基地
（个）

2 2

质量
年终任务完成
进度

100% 10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56万元 ≤15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基础教育
教研水平

逐步提升我市基础教育教
研水平

逐步提升我市基础教育教
研水平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69号提前下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69号提前下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市本级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314,000.00 项目总额（元） 1,314,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69号提前下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

项目概述
按照粤财科教〔2022〕269号提前下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有关
要求，及时发放资金。

总体绩效目标： 发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

2023年度绩效目标： 及时发放2023年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资金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发放教师人数 ≥10人次 ≥10人次

质量 发放准确率 100% 10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31.4万元 ≤131.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教育高质量发
展

推进师范生公费教育，有
力支撑农村地区教育。

推进师范生公费教育，有
力支撑农村地区教育。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23号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23号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市本级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5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2,028,800.00 项目总额（元） 12,028,8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23号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

项目概述
按粤财科教〔2022〕223号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有关要求，按既定
标准及时发放资助金。

总体绩效目标： 按时发放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

2023年度绩效目标： 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时发放2023年中职学生资助资金（免学费资金）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助学生人数
（人次）

≥1000人次 ≥1000人次

质量
补贴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202.88万元 ≤1202.88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精准资助
精准资助,应助尽助,确保
每一位孩子不因贫困而失
学。

精准资助,应助尽助,确保
每一位孩子不因贫困而失
学。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09号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09号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市本级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3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3,503,450.00 项目总额（元） 3,503,45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09号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

项目概述
按粤财科教〔2022〕209号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有关要求，及时拨
付经费。

总体绩效目标： 及时拨付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拨付2023年特殊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公用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受惠学校
（所）

1 1

质量
财政补助资金
拨付到位率
（%）

100% 10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350.345万元 ≤350.345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学校正常运转
补充特殊教育学校办学经
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补充特殊教育学校办学经
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37号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省级）(市本级）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37号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省级）(市本级）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3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4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4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粤财科教〔2022〕237号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省级）(市本级）

项目概述
按粤财科教〔2022〕237号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省级）(市本级）有
关要求及时拨付资金。

总体绩效目标： 及时拨付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省级）(市本级）

2023年度绩效目标： 按省文件要求及时拨付资金，补充学校办学经费，保障学校教育秩序正常运转。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补贴学校个数
（所）

2 2

质量
资金发放准确
率（%）

100% 100%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100% 100%

项目完成及时
性100%

100% 100%

成本 预算成本 ≤140万元 ≤14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补充办学经费 140万元 140万元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7,660,000.00 项目总额（元） 7,66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关于解决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的会议纪要》《关于
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及《关于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
人员离退休费的实施方案》《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可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改革工
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纪要》

项目概述

根据市政府【2010】第13号工作会议纪要《关于解决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
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的会议纪要》、市政府【2016】第7号工作会议纪要《解决市直教
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工作会议纪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
府办【2015】10号《关于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的实施方案》及《关于
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的实施方案》的精神和要求，我局按照现有人
员情况，以事业单位同类同岗人员（含退休工资）的月工资为计发标准，核算了2022
年购买56名原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服务价格。含在职工勤人员
工资、退休工勤人员工资、退休人员住房维修金、社保、住房公积金、住房改革补贴
、计生奖、八大节日补助、年底双薪、奖励性绩效工资增量(4%)、工会经费、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2021年绩效工资、体检费、管理人员办公及工资经费。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解决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预计开展购买学校后
勤社会化服务工作，工作内容包括56人及3名管理人员工资及奖金发放，预计达到促进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教育系统稳定的目的。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满足2022年市直教育系统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工勤人员待遇问题,包括56人及3名管
理人员的工资、社保、公积金、奖金的发放。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发放人数
（人）

59 59

质量 工资按时发放 100% 10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任务完成及时
性

＞90 ＞90

成本 预算成本 ≤766万元 ≤76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上访率 0起 0起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招生办考试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2,610,000.00 项目总额（元） 12,61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1、关于印发《珠海市教育统一考试考务人员考务费发放办法》的通知
2、珠海市教育局财务及经费收支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版）
3、（教学厅【2020】1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教育考试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
4、(粤教考函〔2018〕31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市政府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我市的教育考试工作,公平
公正地为国家和社会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工作涉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能考试、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等七大类教育统一
考试和各种教育水平性考试的报名、组织考试、录取工作。预计全年各类考试场数
28000以上，参加考试人数98万余人次。开支范围含:工资支出、考试租车费用、印刷
费、考试费、下拨考点费用、办公用品购置、上缴省考试院考试费、广告发布费、评
卷费、系统维护费用、差旅费、劳务费等项目。（2023年3214.812万中，包含弥补
2022年10-12月考试经费缺口约470万和体育单招、专升本、五年一贯制考试经费共89
万（按省要求，2023年预计新增此3项考试）。

总体绩效目标：
及时足额拨付率达100%，保障各类教育考试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展，保障考试招生
工作公正，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2023年各类教育考试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展，保障考试招生工作公正，促进教
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考试规模 ≥98万人次 ≥98万人次
考试次数 ≥19 ≥19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任务完成及时
性

＞90 ＞90

成本 预算成本 ≤1028.9万元 ≤1028.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确保考试公平
公正

无投诉 无投诉

考试安全、平
稳进行

无安全事故 无安全事故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补充招生办考试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2,060,000.00 项目总额（元） 27,374,96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1、关于印发《珠海市教育统一考试考务人员考务费发放办法》的通知
2、珠海市教育局财务及经费收支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版）
3、（教学厅【2020】1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教育考试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
4、(粤教考函〔2018〕31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市政府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我市的教育考试工作,公平
公正地为国家和社会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工作涉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能考试、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等七大类教育统一
考试和各种教育水平性考试的报名、组织考试、录取工作。预计全年各类考试场数
28000以上，参加考试人数98万余人次。开支范围含:工资支出、考试租车费用、印刷
费、考试费、下拨考点费用、上缴省考试院考试费、办公用品购置、评卷费、系统维
护费用、差旅费、劳务费等项目。（2023年3214.812万中，包含弥补2022年10-12月考
试经费缺口约470万和体育单招、专升本、五年一贯制考试经费共89万（按省要求，
2023年预计新增此3项考试）。

总体绩效目标：
及时足额拨付率达100%，保障各类教育考试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展，保障考试招生
工作公正，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保障2023年各类教育考试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展，保障考试招生工作公正，促进教
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考试规模 ≥98万人次 ≥98万人次
考试次数 ≥19场 ≥19场

质量

安全事故率
（%）

0 0

项目验收合格
率（%）

＞90 ＞90

时效

项目按时完成
率（%）

＞90 ＞90

任务完成及时
性

＞90 ＞90

成本 预算成本 ≤1206万元 ≤1206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考试安全、平
稳进行

≥19场 ≥19场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第四中学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西藏班学生伙食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2,070,000.00 项目总额（元） 2,07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我校2023年有7个西藏班，259名学生，用于支付西藏班学生伙食原料购置、煤气、牛
奶、水果等生活费用开支。 1、一日三餐。 2、节假日进行围餐。

项目概述
我校2023年有7个西藏班，259名学生，用于支付西藏班学生伙食原料购置、煤气、牛
奶、水果等生活费用开支。 1、一日三餐。 2、节假日进行围餐。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西藏班学生伙食原料购置、煤气等生活费用开支。预计西藏班学生一日三餐，节
假日进行围餐。预计达到解决西藏班学生在校日常伙食费的目的。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西藏班学生伙食原料购置、煤气等生活费用开支。预计西藏班学生一日三餐，节
假日进行围餐。预计达到解决西藏班学生在校日常伙食费的目的。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食堂供餐量 77000次以上 77000次以上

质量 食堂供餐品质 达到卫生指标 达到卫生指标

时效
伙食配送、食
堂运营服务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
西藏班学生生
均经费

1.8万元/人/年 1.8万元/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西藏班学
生就餐需求

满足 满足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对西藏民族班
可持续影响

可以 可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西藏学生、家
长满意度

≥90% ≥9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实验中学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36号提前下达2023年内地民族班（学生）省级补助资金-珠海市本
级

二级项目名称 粤财科教〔2022〕236号提前下达2023年内地民族班（学生）省级补助资金-市实验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23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337,100.00 项目总额（元） 1,337,1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广东省内地民族班省级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要求，贯彻落实省
文件要求。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内地民族班省级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要求，主要用于内
地民族班的教室、实训室、宿舍、食堂等修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突发事件应急维
稳处置和重大疾病救治等其他特别需要的费用；内地民族班省级组织检查费用、突发
事件应急维稳处置组织工作费用等。

总体绩效目标：

为确保内地新疆班安全健康发展，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预计项目用
于内地民族班的教室、实训室、宿舍、食堂等修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突发事件应
急维稳处置和重大疾病救治等其他特别需要的费用；内地民族班省级组织检查费用、
突发事件应急维稳处置组织工作费用等，预计达到促进内地民族班工作安全、健康、
有序提升的目标。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确保内地新疆班安全健康发展，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预计项目用
于内地民族班的教室、实训室、宿舍、食堂等修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突发事件应
急维稳处置和重大疾病救治等其他特别需要的费用；内地民族班省级组织检查费用、
突发事件应急维稳处置组织工作费用等，预计达到促进内地民族班工作安全、健康、
有序提升的目标。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服务新疆班学
生人数

467名 467名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 >98% >98%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
率（%）

100% 100%

资金支出进度
（%）

>97% >97%

成本 预算成本 ≤1337100元 ≤13371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内地民族 安全、健康、有序 安全、健康、有序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5% ＞=95%

周边群众满意
度（%）

＞=95% ＞=95%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实验中学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新疆班学生生活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3,200,000.00 项目总额（元） 3,2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用于新疆班学生全年生活费用，我校新疆学生分别来自新疆维吾尔、回、哈萨克、蒙
古、达斡尔、汉族等17个民族,全年除暑假回家2个月外,学生其他时间都在学校，需提
供一日三餐饮食。

项目概述
用于新疆班学生2023年全年生活费用，我校新疆班现有467名学生,分别来自新疆维吾
尔、回、哈萨克、蒙古、达斡尔、汉族等17个民族,全年除暑假回家2个月外,学生其他
时间都在学校，需提供一日三餐饮食。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新疆学生全年生活需要，预计开展青菜副食品和牛羊肉采购工作，预计达到解决
学生生活吃饭问题的目的。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新疆班467名学生提供一日三餐饮食，开展青菜副食品和牛羊肉采购工作，解决学生
生活吃饭问题。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服务新疆班学
生人数

467名 467名

食堂供餐量 300天*3餐 300天*3餐

质量 食堂供餐品质 达到卫生指标 达到卫生指标

时效
伙食配送、食
堂运营服务及
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 标准
早餐5元，午餐14元，晚餐
14元

早餐5元，午餐14元，晚
餐14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内地民族
班办班正常运
转

安全、健康、有序 安全、健康、有序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食堂供餐服务
满意度

＞96% ＞96%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学生实训耗材费及专用材料费（零星）（中职免学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新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5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5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两校区各专业购实训耗材；课室、学生宿舍及公共场地等购专用材料。

项目概述 两校区各专业购实训耗材；课室、学生宿舍及公共场地等购专用材料。

总体绩效目标：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有两个校区在校生约有6000名，涵盖了中高职贯通三二分段
的5大专业（20个方向）和中职班的15个专业，共有150个教学班级，实训室有112多
间，学生社团多达62个，常规的学生技能竞赛项目20项，为了保障日常实训教学、竞
赛训练、社团活动和公共场地的耗材及专用材料需求，特别是在实训教学过程中需要
各种专业耗材和专用材料（例如：烹饪专业的中餐、西餐、面点课程的所需的专用耗
材其价格均以每年的物价为依据；高星级酒店管理与服务专业含有茶艺课、调酒课及
咖啡实训课等耗材消耗大）。此项目实施后，可以确保日常实训教学、竞赛训练、社
团活动和公共场地的耗材及专用材料需求，扎实有效的促进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实
践性能力，使学生能够达到企业对专业技能岗位要求。

2023年度绩效目标：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有两个校区在校生约有6000名，涵盖了中高职贯通三二分段
的5大专业（20个方向）和中职班的15个专业，共有150个教学班级，实训室有112多
间，学生社团多达62个，常规的学生技能竞赛项目20项，为了保障日常实训教学、竞
赛训练、社团活动和公共场地的耗材及专用材料需求，特别是在实训教学过程中需要
各种专业耗材和专用材料（例如：烹饪专业的中餐、西餐、面点课程的所需的专用耗
材其价格均以每年的物价为依据；高星级酒店管理与服务专业含有茶艺课、调酒课及
咖啡实训课等耗材消耗大）。此项目实施后，可以确保日常实训教学、竞赛训练、社
团活动和公共场地的耗材及专用材料需求，扎实有效的促进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实
践性能力，使学生能够达到企业对专业技能岗位要求。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学生实训时数 每周每生约13.5课时 每周每生约13.5课时

培养学生 约6000人 约6000人

质量
教学质量与人
才培养质量

达到了社会岗位要求的技
能水平 

达到了社会岗位要求的技
能水平

时效 资金支付进度 100% 100%
成本 项目总投入 ≤1500000 ≤150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实训人数 约6000人 约6000人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学生实训及竞赛耗材（中职免学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680,000.00 项目总额（元） 1,68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教学实训及技能竞赛耗材费用于各专业学生在实训学习及竞赛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的
各类耗材，如汽修修理配件、喷漆的油漆、电气专业的元件、线缆，美术专业画笔颜
料、计算机专业设备损耗更新等费用，通过该项目，保障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正常开
展。

项目概述
实训及技能竞赛耗材费用于各专业学生在实训学习及竞赛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各类
耗材，如汽修修理配件、喷漆的油漆、电气专业的元件、线缆，美术专业画笔颜料、
计算机专业设备损耗更新等费用。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能保障实训及竞赛教学的正常开展，要进行全校三个校区汽车、电气、物流、艺
术、计算机、经贸等实训及竞赛耗材的购买，使全校6000余学生能顺利进行实训学习
。

2023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2023年上半年采购，保障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全校实训及竞赛课程教学的顺利
开展。通过2023年下半年采购，保障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全校实训及竞赛课程教学
的顺利开展。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数量

参加各类学科
、技能竞赛学
生人数

≥50% ≥50%

学期实训人时
数

≈1200000人时 ≈1200000人时

质量
验收合格率
（%）

100% 100%

时效 采购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成本 项目总投入 ≤1680000 ≤168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学科水平 ＞90% ＞9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学生事务经费（十二年免费教育）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480,000.00 项目总额（元） 1,48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校园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教育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它有着和课堂教
学相同的教育目的。积极有益的活动为中职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取向和精神追求提供
了有利的契机。构建和谐的活动氛围，设计既有学校特色又深受学生喜爱的校园活
动，形成独特的、立体的、多元的校园活动体系，将对职业中学德育工作的开展提供
很大的帮助。而德育的有效形式往往隐藏在日常的校园活动中，深刻的教育思想可以
通过细节传递，优秀的品德可以通过细节养成。因此确保开展学生活动的学生事务活
动专项经费就非常重要。

项目概述

通过新生军训、社团训练及展演、校运会、艺术节、科技节、社团节、班级文化建设
等各项活动的开展，促使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竞争意识、团结协作能力、综
合素质等可以得到不断提升，不断激励各班级和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打造良好的班风
、学风，使学校办学的社会效应得到提升。

总体绩效目标：

通过新生军训、社团训练及展演、校运会、艺术节、科技节、社团节、班级文化建设
等各项活动的开展，促使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竞争意识、团结协作能力、综
合素质等可以得到不断提升，不断激励各班级和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打造良好的班风
、学风，使学校办学的社会效应得到提升。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提高中职学生的综合思想素质，学校需要开展各项专题教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
中提高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预计开展主要专项德育活动包括：
新生军训、社团训练及展演、校运会、艺术节、科技节、社团节、班级文化建设等。
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预计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竞争意识、团结协作能力、
综合素质等都可以得到不断提升。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学生事务服务
人数

≈10000人次 ≈10000人次

质量
项目验收达标
率（%）

100% 100%

时效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成本 项目总投入 ≤1249500 ≤1249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高学校教育
教学服务质量

≈95% ≈95%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基建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基建类
二级项目名称 校舍零星修缮工程（中职免学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400,000.00 项目总额（元） 1,4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学校占地面积20.5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12.1万平方米，其中香洲校区大多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建成，校舍较为破旧，经常需要进行零星维修。本项目主要是对我校三个
校区（校本部、南校区、斗门校区）的校舍进行日常的零星修缮，涉及的修缮项目包
括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实训楼的房屋屋面、墙面、楼道补漏、墙体批荡翻新、
管道、水、电、门窗维修修缮以及其他校舍修缮项目，消除校舍因年久失修造成的安
全隐患，确保校园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

项目概述
用于不可预测的校园各项目维修的小额非招标工程，确保校园正常的零星工程(包括消
防、补漏、地面平整以及不可预知的零星修复等)。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保障我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相关的日常办公工作的正常开展，进一步消除了学校
由于校舍建筑老化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改善了师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环境；预计开展
房屋补漏、墙体批荡粉刷等修缮工作；工作内容包括砌筑工程、门窗工程、屋面及防
水工程、楼地面装饰工程等；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学校三个校区的主管副校长牵头
负责，组成了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开展的项目团队，提高了学校后勤工作的服务水
平，减少了因维修不及时的投诉和社会负面影响。预计达到消除校舍安全隐患，确保
我校的正常教育教学以及相关的日常办公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和实施。

2023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实训楼的房屋屋面、墙面、楼道补漏、墙体批荡翻
新、管道、水、电、门窗维修、校内污管改造、太阳能板维修、分类垃圾棚改造、宿
舍热水泵水箱维修、寒暑假维修工程、绿化维修工程、宿舍维修工程、安装空调线路
改造、教室防水补漏、办公楼天花补漏维修、食堂排污管道维修、垃圾污水管道改造
、漏雨与其他破损维修、教学楼台阶修缮等零星修缮工程零星维修项目，进一步消除
学校由校舍建筑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我校的正常教育教学以及相关的日常办公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和实施。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建设、改造、
修缮面积（合
计）

25% 25%

质量
验收合格率
（%）

100% 1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
率

达到≥95% 1

成本 项目总投入 ≤1400000 ≤140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校舍安全隐患
消除率

≥80% ≥8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80% ≈8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新疆班学生食堂供餐项目
项目起始年度 2023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其他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1,741,000.00 项目总额（元） 1,741,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新疆班学生在校期间日常伙食和加餐。236名学生*约300天在校*平均每天供餐伙食标
准36元。根据节日供餐标准提高安排每年约指定15次左右加餐（15元每餐），高三年
级高考前60天加餐（4元每餐），进行餐标综合调整计划。

项目概述 承担了约236名新疆生教学任务，保障民族班学生的日常生活所需。

总体绩效目标：
达到学生满意的餐食品质，符合食品安全，膳食卫生安排合理，保障民族班学生的日
常生活所需。

2023年度绩效目标：
达到学生满意的餐食品质，符合食品安全，膳食卫生安排合理，保障民族班学生的日
常生活所需。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食堂供餐量 70800次以上 70800次以上
质量 食堂供餐品质 达到卫生指标 达到卫生指标

时效
伙食配送、食
堂运营服务及
时性

1年期内，及时 1年期内，及时

成本 预算控制率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0%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新疆班学生伙
食保障，满足
其就餐需求，
保证生活质量
情况

满足 满足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食堂供餐服务
满意度

93% 93%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合作办学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5,015,520.00 项目总额（元） 5,015,52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用于支付珠海市人民政府与广东实验中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约定的合作办学费用。

项目概述

按《珠海市人民政府与广东实验中学合作办学协议》协议约定，每三年为一周期，考
评达合格标准或以上，每个周期逐级增加8%，以前一级基数逐级累计增加。2016-2018
为第一期，费用是430万元，2019-2021为第二期，费用是：430万+（430万*8%）
=464.4万元。2022-2024年为第三期费用：464.4万+（464.4万*8%）=501.552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保障学校与广东实验中学合作办学正常进行，引入广东实验中学优质教育资源，教学
理念，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充分发挥省实教
育理念、办学优势和管理经验，利用品牌和教学管理团队，创办一所高质量、有特色
、多元发展的现代化高级中学，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2023年度绩效目标：

引入广东实验中学优质教育资源，教学理念，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充分发挥省实教育理念、办学优势和管理经验，利用品牌和
教学管理团队，创办一所高质量、有特色、多元发展的现代化高级中学，满足群众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学校要取得明显的办学成效和良好的社会
声誉，教育教学质量达到珠海市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前列，成为珠海市教育改革创
新基地、教育科研实验基地。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年终任务完成
进度

100% 100%

质量 完成率 1 1

时效
任务完成及时
性

及时 及时

成本 预算控制率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8%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收益学生人数 ＞2500人 ＞2500人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 满意 满意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教师激励基金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重大项目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3,650,000.00 项目总额（元） 3,65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根据《合作创办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协议书，设立“教师激励基金”，用于
支付教师激励基金。

项目概述
根据《合作创办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协议书，设立“教师激励基金”，用于
支付教师激励基金。

总体绩效目标：
为了调动了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设立“教师激励基金”，
预计达到提升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合作办学教育事业发展。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了调动了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设立“教师激励基金”，
预计达到提升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合作办学教育事业发展。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激励制度 1 1

质量
教学任务执行
质量

达标 达标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98% ＞98%

成本 预算控制率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8% 在预算控制范围内，9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激励效应 有效 有效

师生、家长满
意度

≥90% ≥9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2023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
项目类别 部门预算部门职能类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教育部门职能类
二级项目名称 合作办学管理费用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刚性支出 项目属性 旧项目

2023年申报预算金额（元） 2,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2,0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按《合作创办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协议书地规定，每年支付合作办学管理费
用200万元。

项目概述 用于支付合同办学管理费用。

总体绩效目标：

为进一步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发挥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品牌优势，纳入华中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按华中师范大学标准和要求组织学校的教学和管理，预计
达到提升珠海市教育教学质量目的，进入广东省一级学校行列，成为现代教育改革创
新基地。

2023年度绩效目标：

为进一步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发挥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品牌优势，纳入华中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按华中师范大学标准和要求组织学校的教学和管理，预计
达到提升珠海市教育教学质量目的，进入广东省一级学校行列，成为现代教育改革创
新基地。

2023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合作办学项目 1 1

质量
教学任务执行
质量

达标 达标

时效 资金支出进度
（%）

＞98% ＞98%

成本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办学水平 有效 有效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教学服务满意
度

100% 10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