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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江苏省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 

绩效自评价报告 

 

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苏财绩〔2018〕3 号）要求，我局对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进行了绩效自评价，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是针对全运会备战周期任务而设立

的专项经费。2017 年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年，也是第十三

届全运会的决战年。国家体育总局在《2011-2020 年奥运争光计

划纲要》中提出：2020 年夏季奥运会，继续保持金牌和奖牌数

领先，金牌和奖牌结构显著改善，潜优势项目、基础项目金牌

和奖牌数占金牌奖牌总数的比例大幅度提升；集体球类项目整

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先进国家行列。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江苏

代表团参加十三届全运会提出：确保参赛成绩稳居全国第一集

团，确保取得运动员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圆满完成国家

体育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对江苏参加奥运会和全运会提出的目标

任务，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意

见》（苏政办发〔2012〕216 号）中“努力提高竞技体育发展内涵、

训练水平和综合效益”的工作要求，为国争光、为省添彩，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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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相适应的体育强省，特设立奥运会全

运会备战专项经费。 

2．项目实施内容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包括省直发展项目和单位发

展项目。省直发展项目包括训练津贴、运动员成绩奖、人才引

进、新增项目补助、训科医一体化、外训及出国、进口训练器

材补助、全运会备战攻关和机动等 9 个项目。单位发展项目包

括差旅等备战工作经费、运动员之家办公经费、医疗专家巡诊

和全运会代表团经费等项目。 

3．预算资金 

（1）资金来源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投入财政资金 11,300 万元，

其中，省直发展 11,111 万元，单位发展 189 万元。后从省直发

展中调整了 520 万元至单位发展，用于江苏代表团备战参赛工

作。调整后，省直发展 10,591 万元，占比 93.73%；单位发展

709 万元，占比 6.27%。项目预算资金全部来源于体育彩票公益

金的省级留成部分。 

（2）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中，单位发展专项实际支出

709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89.33%；省直发展专项实际支出

8,201.8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7.44%。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竞技体育实力稳中有升，第十三届全运会参赛成绩稳居全

国第一集团。转变竞技体育方式取得初步成效，备战方式进一



- 3 - 

 

步优化。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第 13 届全运会：参赛成绩“保五争三”，确保第一集团，确

保江苏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确保参赛成绩和精神文

明双丰收。 

（三）项目实施情况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基本完成预期目标，项目实

施情况良好。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省直发展项目 

训练津贴：预算 5,500 万元，实际支出 3,310.57，预算执行

率为 60.19%。执行进度偏低，原因是 2016 年《江苏省优秀运

动队奖励性平时训练奖》（苏财教〔2016〕75 号）和《省体育局

关于建立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 加快推进训科医管一体化工作

的通知》（苏体竞〔2016〕1 号）相继出台，由于没有相关经验

可以借鉴，对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在人数统计上相对宽泛，导

致最终的实际支出小于预算。 

人才引进经费：预算 400 万元，实际支出 400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 

新增项目补助：预算 400 万元，实际支出 400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 

训科医一体化：预算 761 万元，实际支出 761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 

外训及出国训练：预算 550 万元，实际支出 550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100%。 

进口训练器材补助：预算 350 万元，实际支出 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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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率为 100%。 

全运会备战攻关经费：预算 450 万元，实际支出 450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00%。 

运动员成绩奖：预算 2,000 万元，实际支出 1,800.28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0.01%。 

机动经费：预算 180 万元，实际支出 180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100%。 

2．单位发展项目 

运动员之家经费：预算 40 万元，实际支出 40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100%。 

医疗专家运动队巡诊：预算 16 万元，实际支出 16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100%。 

差旅等备战工作经费：预算133万元，实际支出98.55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74.10%。由于江苏承办了多个项目的十三届全运

会预赛，节省了一定的差旅支出。原定举办的 3 个培训班，也

因故少办一个。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实际支出低于预算。 

全运会代表团经费：预算 520 万元，实际支出 478.77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2.07%。由于原定于 2017 年底举行的江苏参加

十三届全运会表彰大会和备战周期工作总结大会因故调整至

2018 年举行，导致相关经费未能支出。 

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一）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秉承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等原则，

按照从投入、过程管理到产出、效果的绩效逻辑路径，结合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的实际使用情况，运用定量和定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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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评价实施过程 

1．收集数据资料 

① 资金投入、实际到位和实际支出情况。 

② 财务制度制定及遵守情况，单独建账情况，专款专用情

况，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③全年省优秀运动队国内国外转训情况，我省参加十三届

全运会的参赛项目、参赛人数、参赛成绩和金牌、奖牌全国排

名情况，引进高水平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十三届全运会获得金

牌情况，联办队伍参加十三届全运会获得金牌情况，专家巡诊

重点运动员情况，训练、医疗器材到位情况，培训计划完成情

况。 

④ 江苏备战十三届全运会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 

2．制定自评价得分表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部分，明确二级指标和

权重、得分，对比目标值和实际完成情况，填写自评价得分表。 

3．撰写绩效自评价报告 

按照《江苏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管理规程》（苏财绩〔2017〕

1 号）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工作的通知》（苏财绩〔2018〕3 号）相关要求，根据绩效评

价的原则和方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对照制定的评

价标准和评分规则，对项目投入产出绩效进行量化评分，撰写

绩效评价报告，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4. 评价结论 

经评价，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绩效自评价分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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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绩效等级“优秀”。  

三、项目绩效 

（一）投入目标完成情况 

2017 年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投入财政资金 11,300 万元，

指标完成情况，其中：预算投入资金完成率 100%；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实际支出率 78.19%。 

（二）管理目标完成情况 

财务管理规范度 100%，其中，单独建账 100%，资金专款

专用率 100%，会计报表报送及时规范率 100%，无违法违纪现

象。 

（三）产出目标完成情况 

1．数量目标 

全年外出训练 26 次，国内转训率（指标量化峰值 20 次）

130%；出国（境）训练 9 次，出国（境）转训率（指标量化峰

值 8 次）112.5%；我省参加十三届全运会 28 个大项的比赛，项

目参赛率（指标量化峰值 28 个）100%；我省共有 732 名运动

员参加十三届全运会，运动员参赛率（指标量化峰值 700 人）

104.57%；专家巡诊重点运动员就诊 160 人次，就诊率（指标量

化 150-180 人次）100 %；开展培训 2 次，培训计划完成率（指

标量化 3 次）66.67%。 

2．质量目标 

我省参加十三届全运会金牌排位全国第 4，金牌排位率（指

标量化 1-6 名）100%；我省参加十三届全运会奖牌排位全国第

3，金牌排位率（指标量化 1-6 名）100%；我省引进运动员、教

练员参加十三届全运会共获得 10 枚金牌（江苏代表团金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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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 枚），金牌贡献率（指标量化≥20%）100%；联办队伍参加

十三届全运会共获得 16 枚金牌，金牌贡献率（指标量化≥40%）

100%；训练器材到位项目 24 个，到位率（指标量化 20-25 个）

100 %；医疗器材到位项目 11 个，到位率（指标量化 10-12 个）

100 %。 

（四）效益与效果目标完成情况 

在第 13 届全运会上，我省共有 732 名运动员参加了 28 个

大项、33 个分项、272 个小项的决赛（除个人、俱乐部参赛项

目及跨项全能项目），获得了 35 枚金牌、26 枚银牌、45 枚铜牌，

奖牌数列各省市第三，金牌数列第四。按获得的金、银、铜牌

人次数统计，我省获奖牌 329 人次列各省市第一，获金牌 118

人次列第三。江苏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击剑、田径、

跆拳道等 8 支运动队、83 名运动员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圆

满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的“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确保竞技体育成绩处于全国第一方阵位置”的光荣任务。全年共

有 24 人获得 39 人次世界冠军，新增世界冠军 18 名。 

四、存在问题 

1. 受备战周期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人员变动和运动员参加

年度比赛成绩波动，运动员奖励性平时训练奖经费在预算执行

时会出现上一年度预算和下一年度实际发放存在一定差距，导

致预算执行率有所降低。这就要求预算编制部门加强对有关情

况变化掌握的准确度，以便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率，缩

小误差率。 

    2. 在对奥运会全运会备战经费进行效果评价时，主要指标

还是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指标和培养的人才数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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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等社会评价方面较难制定具体指

标。 

五、有关建议 

1. 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省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作为预算绩效管理的一项常规工

作，每年都要对上一年度符合条件的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我们建议委托主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指导对各专项资金建立

相对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规范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最大限度减少相关处室在设定绩效评价指标时的随意性和不科

学性，切实提高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 

2. 进一步加大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学习培训 

由于绩效评价工作要求高，工作量大，涉及项目业务、财

务、效益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各预算部门和负责人员的工

作能力和素质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可以采取邀请专家讲

课、财政部门辅导和案例剖析等方式，不断提升负责绩效评价

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