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基本情况

公园路中学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公园路42号,1989年南京市体育

局、南京市教育局批准成立公园路中学,作为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的初中部,法定代表人刘京鹏,学校一套班子合署办学,法人由市体

育局党组任命。

学校占地4.7万平方米,其中训练场馆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

开设田径、游泳、击剑、举重、跳水、乒乓球、高尔夫球、马术八

个训练项目。学校以“求实、好学、团结、拼搏”为校训,以“体

教结合、读训并重”为办学方针,以全方位育人、培养新时期的优

秀体育人才为指导思想,全面贯彻执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培养

了以栾菊杰、许安琪、王海滨、赵友凤、陈艳、张鹏辉、刘媛、姜

静、张恒运、张恒华为代表的一批杰出运动员,沈晨、施云、李晨、

孙雅薇、江帆、魏小杰、徐祺恒等一批体育新秀。学校利用区位优

势和现有的场馆资源向社会开放羽毛球馆、篮球馆,举办体育夏令

营等活动,扩大了专业体校品牌的影响,也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

2.单位职能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主要职能是:开展初中教育;组织开展相关体

育专业训练;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完成有关体育比赛任务。

3.单位架构概况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下设办公室、竞训科、学生科、教务科、总

务科、人保科、场馆科六个科室和一个办公室。



图1.组织架构图

4.内设机构职责

公园路中学主要科室职责如下：

（1）办公室

负责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上级决定,协助

校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学校具体情况,向领导

提出各时期工作建议,负责组织起草学校行政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负责组织安排校行政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议议程,做好记录,并检查

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主持全校性规章制度的起草、定稿和修

订工作;参与学校中心工作,深入实际调查了解和掌握学校教职工思

想状况,及时向学校领导汇报,并负责组织协调需各部门共同办理的

综合性工作;按照校长的布置,以归口处理为原则,检查各科室对学

校行政决议、决定、工作计划、领导指令的贯彻执行情况,并负责

催办落实;负责以学校名义上报和下发公文文稿的审核、修改、发

送和保管工作;负责学校行政会议及其它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归

档和保管工作;负责记载学校大事纪;负责机要保密工作,做好文件

传阅和保管,执行保密工作制度,防止泄密漏密;负责学校印章、介

绍信的使用与管理;负责学校法人登记证年审和管理工作,负责出具

介绍信、证明等;负责接待上级领导机关、兄弟单位人员的参观、

访问等工作;负责接待处理校内外群众来信,来访事宜(行政工作部

分);负责学校文印工作;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2）总务科

负责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统计、增减报废处置报批工作;负责

学校设施、设备增购计划的编制、采购和调配的工作;负责一年两轮

的政府采购工作;负责学校每学期办公用品、清洁工具、劳保用品等

的计划编制、采购、出入库办理和发放、报销工作;负责工会成员福

利物品的采购、统计与发放;负责行政支部工会成员住院医疗慰问金

的申请;负责退休教职工的福利采购、统计与发放;负责学校报刊杂

志的计划、订购与分配;负责学校训练用水的计划、订购与分配;负

责学校的医疗保健、流行性疾病的预防和校园消毒工作。

（3）场馆科

负责学校基建项目立项、报建、组织实施、工程管理、验收、

决算审计和绩效评价;负责学校校舍、水、电等维修工作;负责学校

水、电费抄收结算和通信费管理工作;负责学校绿化养护、场馆(除

羽毛球馆和游泳馆)卫生保洁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场馆(除羽毛球馆

和游泳馆外)的日常管理;负责校年度能源资源消耗数据统计;负责

校年度节能数据统计;负责校年度体育系统数据统计;负责校园治理

标准化工作;负责校承办大赛的场地布置工作。

（4）教务科

负责制定教学常规、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负责制定并实施学校

教学工作计划;了解教师的思想和业务情况,合理安排教师课务;领

导教研组的工作,汇集并检查各科教学计划及完成情况;经常向学生

了解教学情况,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组织校内外的教学工作经验交

流;科学合理编排课程表、作息时间表,负责临时调课的安排;科学

安排好期中、期末考试及补考工作,做好各科试卷的归档;组织招生

文化考试;组织并检查各科教师为因集训、比赛而误课的学生补课

工作;做好各项教学报表的发放、收集、归类、入档等管理工作;做

好各种教学资料的保管,教材、教参的订购、发放工作,指导图书馆、

实验室、现代教育技术设备使用工作;组织实施教师考核,做好教师

业务档案保存工作。

（5）竞训科



负责学校运动项目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负责训练相关事项规

章制度、实施方案制定;负责与各区、各校联系实施“5621”工程;

负责学校教练员管理、培训、教育、考核;负责学校运动员日常管理、

大纲考核、素质测试、参赛注册、比赛报名、成绩统计及存档工作;

负责学校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江苏省单项训练基地创建

工作;负责学校的反兴奋剂工作;负责联办校、中专招生体育加试工

作;负责学校主办、承办、协办各类培训、赛事组织工作;负责学校

运动项目等级运动员申报工作;负责学校运动员宿舍管理工作;负责

安排运动队外出比赛、集训等训练相关工作;协助其他科室完成学校

其他任务;完成领导交办其他工作。

（6）人保科

负责全校教职员工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负责落实全校教职员工工

资福利及离退休人员福利待遇工作;负责专业技术人员、工人职称、

技术等级的申报、晋升、评聘及工资兑现工作;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全校教职员工聘用管理及聘用合同签订工作;

负责全校人事改革和干部考核工作;负责全校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维护学校正常工作秩序,保卫学校财产和人员安全,确保学校安全稳

定;督促学校各部门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组织开展法制、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查处治安案件,一

般案件及时处理,重大案件及时上报;制定消防、治安应急预案,防止

重大事故发生;负责校内的车辆交通管理工作;完成学校领导交办的

其它工作。

(7)学生科

负责严格遵照《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守则》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要求,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和日常行为管理工

作,根据学校计划,每学期订出本科的工作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定

期召开班主任会议,分析研究各班级情况,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推荐

先进,及时解决学生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各班主任进行业务学习,提高

班主任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做好班主任配备,考察和考核工作;负责

新生入学、报到、注册、入学教育工作,管理学生学籍、学生档案,

负责办理学生毕业、结业证的发放;加强德育工作,对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劳动健康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安全教育和其他多种形

式的教育活动;关心学生生活和身心健康,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协助做

好课堂及晚自习管理,参与学生宿舍、教室、包干区的卫生检查、评

比工作;负责对学生的操行评定的审核,负责做出对学生的奖惩决定

和意见;配合教务科抓好学生课堂纪律,期中、期末考试纪律工作;安

排好学生执勤工作,对执勤人员进行考核,根据表现进行评分,做好对

学生会的管理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资助工作;完成学校领导

交办的其他工作。

5.学校内部管理

（1）内部控制范围

公园路中学内部控制组织架构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

原则,分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控制范围内以建立内部

控制决策机构、明确内部控制牵头部门、明确内部控制执行机构、

明确内部控制监督机构为起点,以重大事项的议事决策机制为核心,

以制度建设和流程控制为主要着手点,以信息化管理为本期终点,形

成内部控制闭环管理。

（2）内部控制目标

①确保公园路中学各项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

②合理设置组织机构,明确各科室岗位职责,控制组织层面风险。

③完善集体决策机制,建立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会签制度。

④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及分工,确

保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互相制约和相互监督。

⑤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内部控制,将经济活动及其内部控制流



程嵌入单位信息系统固化流程中,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保护信

息安全。

⑥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确保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6.人员概况

公园路中学是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初中部,学校一套班子合署

办学,市体育运动学校正式编制有体育局编制100人,实际在编75人,

社会用工39人,教育局编制24人,实际在编24人。

7.资产情况

公园路中学2021年末资产总额96.62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3.55万元,占资产总额的14.02%;固定资产83.07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85.98%。

（二）单位收支情况

公园路中学2021年度收入年初预算数804.22万元,调整后预算数

886.36万元,收入决算数861.0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60.52万

元。

2021年度支出年初预算数804.22万元,调整后预算数886.36万元,

支出决算数861.09万元。主要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具体明细如

下：

项目
行
次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一、基本支出 1 8855807.07 8605643.23 97.18%

人员经费 2 8053647.07 7825483.01 97.17%

日常公用经费 3 802160 780160.22 97.26%



二、项目支出 4 7800 5265 67.5%

其中：

基本建设类项目
5 0.00 0.00 0.00%

合计 8863607.07 8610908.23 97.15%

（三）单位绩效目标

1.中长期发展规划

继续抓好训练工作的各个环节,制定好训练、备战计划,抓细节,

讲实效,提高竞技水平,加强教练员队伍和运动员队伍建设。以备战

省运会和输送高水平运动员为中心工作,继续加大教练员绩效考核力

度,重奖金牌教练员,进一步调动教练员积极性,提升教练员的自信心。

加强教练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特别是队伍管理和队伍建设,保证

二十届省运会各项目备战工作的具体落实。以省运会工作为中心。

积极组织运动队外出集训、交流、比赛,继续派出工作人员、后勤人

员随队保障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也了解对手的情况,为省运会备战工

作打好基础。多元化发展业余训练,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积极性,整合

多方面资源,不断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继续坚持以“求实、好学、

团结、拼搏”为校训,以“体教融合、读训并重”为办学方针,以全

方位育人、培养新时期的优秀体育人才为指导思想,继续全面贯彻执

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2.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学校围绕基础工作和重点职能开展工作计划,2021年度重点工作

任务及目标如下：

职能科室 具体工作任务

办公室、教
(1)积极备战省比赛,争取取得好成绩

(2)优化运动员输送率及人才培养



学科、训练

科、总务科、

场馆运行科

(3)承办比赛、培训等活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

(4)为二十届省运会培养后备力量

(5)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二、评价结论

（一）基本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

准和评价方法,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规范资金用途。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切实采

取措施改进和加强预算管理。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依据

从投入、过程管理到项目产出、效益的绩效评价逻辑路径,对南京市

公园路中学2021年部门预算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运用定量和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6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45个

三级指标,对指标相关内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二）评价组织实施

1.南京市公园路中学高度重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明确各项

任务和要求,确保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

2.检测整体支出进展与实施效果,根据评价指标对整体支出的实

施过程进行评价,对整体支出进行监督、管理,了解整体支出的过程、

结果,判断是否科学、合理和有效。

3.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目标与结果比较、投入与效果比较

等方法设置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标准值、完成值、权值和得分值,

以此评价每个指标的最终得分。

4.通过对财务报表、会计凭证、工作报告和业务台账等基础资

料的审核和分析,对部门整体绩效指标体系进行评分,以最终得分来

评价部门整体的绩效,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得分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2021年整体预算绩效评价自评得分为94.6分,

评价等级为优。

三、单位履职成效

（一）单位决策绩效评价

该指标分值15分,评价得分14分。公园路中学年度工作任务设置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学校职责。经评价小组综合评

议,决策方面,决策制度规范,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决策流程较科

学,扣1分;学校预算编制方面,预算编制科学规范,预算编制与重点工

作任务相匹配。

（二）单位管理评价

该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19.5分。公园路中学制定了《南京市

公园路中学内部控制手册》其中包含了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和

控制方法、预算业务控制、收支业务控制、采购业务控制、资产业

务控制、建设项目业务控制、合同业务控制、内部监督等,内控体系

较为完善,资金使用比较规范。2021年度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扣0.5

分。

（三）单位履职绩效评价

该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28分。根据学校各科室的三定方案和

年度工作任务,评价小组通过资料研读、部门访谈、基层调研及资金

支出情况展开评价,学校2021年度履职情况完成较好。2021年,我校8

个项目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共获金牌45枚、银牌33枚、铜牌35枚,共

输送5名运动员,其中田径2名、击剑2名、乒乓球1名。考虑到受疫情

影响,今年跳水项目锦标赛取消,大部分项目也只有最大年龄组出场,

因此以上成绩并不能代表各项目的真实水平,酌情扣1分。在学校师

资技术能力提升及师资人才增长方面有待加强,扣1分。

（四）履职效率绩效评价

该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28.1分。教学、培训投诉建议通道不

完善扣0.5分,满意度扣1.4分,评价得分28.1分。根据学校职责及工

作任务的特点,对市体育运动学校的绩效情况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



4.1履职绩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省级竞赛为平台,着力培养高素质后备运动员

市体育运动学校2021年在市体育局领导的关心下,在全校教职员

工共同努力和各项目教练员运动员共同拼搏下,2021年我校8个项目

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共获金牌45枚、银牌33枚、铜牌35枚,共输送5名

运动员,其中田径2名、击剑2名、乒乓球1名。受疫情影响今年跳水

项目锦标赛取消,大部分项目也只有最大年龄组出场,因此以上成绩

并不能代表各项目的真实水平。

（2）开展反兴奋剂工作不放松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拿干净金牌”的理念,表明“零容忍”

“零出现”的指示,学校积极做好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学习

并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反兴奋剂政策精神。帮助并指导做好南京市13

岁以上省注册运动员及相关教练员、辅助人员的“纯洁体育-反兴奋

剂”APP学习和行踪申报工作。9月初,我校根据省体育局青少年训练

与反兴奋剂管理中心的调研结果,全面梳理排查反兴奋剂工作存在的

漏洞和问题,及时做出整改。11月份承办了南京市反兴奋剂知识竞赛,

做好省反兴奋剂知识竞赛参赛选拔和筹备等相关工作。进一步提高

我校反兴奋剂工作成效,确保第二十届省运会反兴奋剂问题“零出

现”。

（3）重点抓好教练员、运动员队伍建设

一是上好优秀教练员公开课。为不断提高教练员的综合素质和

业务能力,市体育局以业余训练项目群为单位,今年6月和8月分别安

排田径、跆拳道项目的优秀教练员开展公开课教学,组织项目群内教

练员观摩,传授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二是做好重点运动员梳理。

利用冬训前后、夏训前后、省赛等时机,对省运会备战重点运动员进

行了多轮梳理,确保任务指标细化到小项、落实到具体运动员;协调

市体科所做好营养补充、训练监控等科研保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科学训练。

（4）强化教师队伍能力,提升教学水平

为提升教师队伍能力,我校积极进行师德师风建设,常规化组织



业务学习和师德师风教育,本年度教务科共进行了36学时的校本研修

学习,业务学习585人次;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研究活动,

本年度共完成1800总课时的校本教研,区级以上教研共2100总课时,

全体教师参加省级网络竞赛两次,获得省级培训学时600学时以上。

全年开校级公开课36节次,听课教师达385人次;积极开展校外合作,

与三中文昌巷校区（简称三文）达成教学合作,我校胡乐老师去三文

进行教学交流,从事数学课日常教学并参加晚自习辅导工作,为新进

编的三位教师在三文配备了指导老师,每周三次去三文听课并随堂学

习,我校期中及期末考试与三文同试卷同步进行,体校生文化教学向

普教看齐,这给老师们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老师们以动力。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我校2021年体育单招本科录取人数创下新高,共有34人

录取本科,多人进入985和211高校;对口单招专科录取率达100%。

（5）抓班主任队伍建设,丰富德育教育工作形式

学校利用班主任例会时间,组织班主任相互学习交流管理经验,

明确班主任工作重点,要求班主任多关心、帮助运动员,关爱后进生,

做好与家长、教练员的沟通,要求班主任每月至少一次下运动场,求

得教育管理合力,将“体教融合”的思想贯彻到日常工作的始终。要

求班主任用好《班主任工作手册》《德育工作手册》,抓好班级常规

工作量化考核,促进班主任工作上新台阶。对于新进的班主任,开展

岗前培训工作,让有经验的班主任加强指导,帮助,做好传帮带工作。

目前,班主任队伍稳定,责任心强,2021年,中二（2）班荣获南京市职

业学校“三创”先进班集体称号,1名学生被评为江苏省职业学校

“三创”优秀学生,1名学生被评为江苏省职业学校“三创”优秀学

生干部,1名学生被评为南京市职业学校“三创”优秀学生,1名学生

被评为南京市职业学校“三创”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出校级双优生

10人次,校级三好生2人次,校级优秀学生干部48人次,校级表扬生97

人次。

（6）圆满承办2021年省、市比赛

2021年我校承办了南京市田径、游泳、击剑、跆拳道、高尔夫、

马术、举重、乒乓球8个项目的青少年比赛和2021年江苏省击剑锦标



赛。从赛事的筹办、报名、防疫防控、开幕式及颁奖安排等,全体教

职工积极参与,积极谋划,较好完成了各项赛事的承办工作。

4.2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分析

评价小组通过问卷星线上对社会公众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总

共收到有效问卷279份,得出不同调查对象对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服务

满意度分值。其中学员有效问卷217份,教师及工作人员有效问卷62

份,根据满意度调查来看,学员对学校整体满意度为83.4%,得分为4.1

分;教师及工作人员对学校整体满意度为89.6%,得分为4.5分。

（五）可持续发展能力绩效评价

该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我校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建设运营情况较为好。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投诉建议机制不完善

学校投诉建议措施不完善,未建立有效的投诉建议通道,对于学

校运行过程中的安全事务、建议诉求等未进行跟踪反馈。

（2）学生教师满意度较低。

受限于体校社会了解度低、关注度不足,与外界开展合作、交流

动力不足,缺少项目政策扶持。

附件：2021年南京市公园路中学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指标得分表



附件：

2021年度南京市公园路中学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指标得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标准值 完成值 权值 得分 评分办法 评价要点

A部门决策

（15分）

A1决策机制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决策制度是否规范 规范 规范 2 2 评价为“规范”得2分,“较规范”得1分,“不
规范”得0分

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 决策流程是否科学 科学 较科学 2 1 评价为“科学”得2分,“较科学”得1分,“不
科学”得0分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决策执行是否有监督制衡机制 有 有 1 1 有机制得1分,无机制得0分

A2中长期规划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是否有中长期规划 有 有 2 2 有规划得2分,规划不完整得1分,无规划

得0分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

匹配性
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是否匹配 匹配 匹配 2 2 匹配得2分,较匹配得1分,不匹配得0分

A3年度工作计划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是否有年度工作计划 有 有 2 2 有计划得2分,计划补完整得1分,无计划

得0分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

的匹配性
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与部门职能匹配 匹配 匹配 2 2 匹配得2分,较匹配得1分,不匹配得0分

A4部门预算编制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预算编制是否科学 科学 科学 1 1 评价为“科学”得1分,“不科学”得0
分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

的匹配性
预算编制是否与重点工作任务匹配 匹配 匹配 1 1 匹配得1分,不匹配得0分

B部门管理

（20分）
B1预算执行

B11部门预算执行率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90% 97.18% 2 2 达到90%得2分,未达到根据完成度得

分

B12项目资金执行率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90% 67.5% 2 1.5 达到90%得2分,未达到根据完成度得

分

B13“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不超支 不超支 1 1 不超支得1分,超支得0分



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是 是 1 1 已公开得1分,未公开得0分 提供截图或者照

片进行佐证

B2收支管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收支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健全 1 1 制度健全得1分,制度较健全得0.5分,无

制度得0分

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收支管理制度是否执行 是 是 1 1 制度已执行得1分,未充分执行得0.5分
,未执行得0分

B3资产管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健全 1 1 制度健全得1分,制度较健全得0.5分,无

制度得0分

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资产管理制度是否执行 是 是 1 1 制度已执行得1分,未充分执行得0.5分
,未执行得0分

B4政府采购管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健全 1 1 制度健全得1分,制度较健全得0.5分,无

制度得0分

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

执行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是否执行 是 是 1 1 制度已执行得1分,未充分执行得0.5分

,未执行得0分

B5建设项目管理（适

用）

B51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健全 健全 1 1 制度健全得1分,制度较健全得0.5分,无

制度得0分

B52建设项目管理是否按制度

执行
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是否执行 是 是 1 1 制度已执行得1分,未充分执行得0.5分

,未执行得0分

B6内部控制管理

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是 是 1 1 制度健全得1分,制度较健全得0.5分,无

制度得0分

是否有内部控制

制度落实在手册

等文本上

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执行 是 是 1 1 制度已执行得1分,未充分执行得0.5分
,未执行得0分

通过重新执行程

序评价内控是否

有效

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是否有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 有 1 1 有报告得1分,无报告得0分 是否有单位内部

内控评价报告

B7预算绩效管理

B71组织管理情况 是否建立指标体系 是 是 1 1 已建立得1分,未建立得0分

B72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科学开展 科学开展 1 1 科学开展得1分,未开展得0分 考察政策（项目

）是否有5个报告

B73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

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是 是 1 1 已公开得1分,未公开得0分



C部门履职

（30分）

C1重点工作量完成情

况

C11省比赛参与率
全省锦标赛参与比率公

式=(参与次数/举办次数

)*100%

100% 100% 4 4

计分规则：100%达标,满分;未达标的

按达标比例计分。得分=分值*比例

。

C12承办比赛和活动项目 圆满完成承办比赛和活动项目 100% 100% 4 4

计分规则：完成,满分;未圆满完成的

按达标比例计分。得分=分值*比例

。

C13运动员输送和人才培养

计划

运动员输送率公式=(输送人数/计
划人数)

*100%

100% 100% 4 4

计分规则：100%达标,满分;未达标的

按达标比例计分。得分=分值*比例

。

C14年度招生任务完成率
招生任务完成情况。增长率=(实

际招生人数/计划招生数)×100%。
100% 100% 4 4

计分规则：100%完成,满分;未完成的

按比例计分。得分=分值*比例。

C2重点工作质量达标

情况

C21省锦标赛获奖情况 C21省锦标赛获奖情况 90% 90% 4 4
计分规则：超90%为满分,未完成的按

比例计分。

C22全国比赛得奖数 C22全国比赛得奖数 100% 75% 4 3
计分规则：夺冠一次等1分,第二名为

0.5分,第三名为0.2分,最高得4分。

C23学校教学或训练师资水

平或能力提升情况

C23学校教学或训练师资水平或能

力提升情况
提升 提升 4 3

计分规则：(1)师资技术能力提升(2分)

;(2)师资人才增长(1分);(4)训练设施

设备增加(1分)。

C3重点工作、项目完

成时效情况

C31单位工作完成及时率
评价部门履职重点工作完成的时

效性。
及时 及时 1 1

计分规则：及时满分,不及时不得分

。

C32重点项目任务完成及时率
评价部门重点项目工作完成的时

效性。
及时 及时 1 1

计分规则：及时满分,不及时不得分

。

D履职绩效

（30分）

D1教学质量

D11教学(培训、集训)安全事

故发生率

评价场馆开展各类教学、培训及

比赛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0 0 5 5

计分规则：无事故满分,发生一起扣1

分,发生重大事故不得分。

D22教学(培训、集训)投诉处

置及时率

评价场馆开展各类教学、培训及

比赛投诉事件发生情况
100% 90% 5 4.5

计分规则：无投诉满分,有投诉并及时

处置80%,发生投诉处置不及时不得

分。

D2满意率

D21教师教练满意率
(1)师资能力提升;(2)学员质量提

升;(3)训练设施设备增加。
95% 89.6% 5 4.5

调查教师教练满意情况。计分规则：

满意达95%的满分,不足95%的按比例计

分。得分=分值*比例

D22学员学生满意率
(1)师资能力提升;(2)师资人才增

长;(3)训练设施设备增加。
95% 83.4% 5 4.1

调查50名学生或运动员满意情况。计

分规则：满意达95%的满分,不足95%的

按比例计分。得分=分值*比例

D3社会效益 D31学校体育资源共享 评价学校体育资源社会共享情况 开展 开展 5 5
计分规则：有体育资源社会共享情况

的,根据资源共享情况给分。



D4素质教育完成情况 D41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85% 100% 5 5
达到85%得5分,未达到根据完成度得

分。

E可持续发展

能力（5分）
E1可持续能力 E11创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建设运用完成率

评价学校信息化系统应用正常运

营情况。 正常 正常 5 5

部门信息化应用正常运营满分,否则扣

分。有一次未正常运营的扣1分,扣完为

止。

F加减分项（

≤5分）

F1加分项 F11本年度收到各级荣誉表彰
部门（单位）受到国务院、省级、

市级嘉奖 1项 1项以上 5 0

受到国务院嘉奖加3分,受到省级嘉奖
加2分,得到市级考核一等奖加1分,得到

市级考核二等奖加0.5分;同一项工作不

累计加分

F2减分项 F21本年度违法违纪 部门（单位）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0 0 0 0 酌情扣分

合计 105 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