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17 年江苏省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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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开展绩效自评价，主要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学校体育工作经费是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而设立的专项经费。2017 年，我省青少年体

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青少年体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更

加突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

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中共江苏省

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

意见》（苏发〔2008〕3 号），全面改善我省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环

境和条件，完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构建适应社会

发展、充满活力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拓展青少年体育阵

地，促进我省青少年体质进一步增强，强化青少年体育工作可

持续发展能力，打造与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相适应的体育强

省，特设立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经费。 

2．项目实施内容 

2017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包括省直发展项目和单位发展项

目。省直发展项目包括国家级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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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省级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国家级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单项基地、省级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等六个项目。单位发展项目包括体育传统学

校活动和文化教育、青少年示范性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巡回赛、

青少年校外活动展示、省运会基础数据搜集等项目。 

3．预算资金 

（1）资金来源 

2017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投入财政资金 1,913万元，其中，

省直发展 1,568 万元，占比 81.97%；单位发展 345 万元，占比

1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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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中，省直发展专项实际支出 1,54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21%，单位发展专项实际支出 315.69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91.50%。  

（3）使用范围 

2017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全省体育传统学校

活动和文化教育、青少年示范性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巡回赛、

青少年校外活动展示、省运会基础数据搜集工作；用于加强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和省级

体育后备人才单项基地建设、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  

（二）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青少年体育各项基础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青少年体育活

动更加普及规范，青少年体育发展环境和条件进一步改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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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青少年体质进一步增

强，转变青少年体育方式取得初步成效，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进一步优化。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国家级后备人才基地达 26 个、省级单项后备人才基地达 40

个、省级传统校达 210 所、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达 20 个、单

项俱乐部、传统校训练营达 3-4 个、学生体质监测样本量达 10

万个。 

（三）项目实施情况 

2017 年学校体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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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经费：预算 338 万元，实际支出 318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94.08%。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训练基地经费：预算 980 万元，实际

支出 97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98%。 

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经费：预算 250 万元，实际支出 25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2．单位发展项目 

体育传统学校活动和文化教育经费：预算 135 万元，实际

支出 13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青少年示范性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巡回赛：预算 100万元，

实际支出 70.69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0.69%。 

青少年校外活动展示经费：预算 35 万元，实际支出 20 万

元，预算执行率为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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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基础数据搜集工作经费：预算 75 万元，实际支出 7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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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的实际使用情况，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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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体育传统学校活动和文

化教育情况、开展青少年示范性奥林匹克体育俱乐部巡回赛情

况、开展青少年校外活动展示情况、省运会基础数据搜集情况；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情况、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和省级体育后备人才单项基地建设情况、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建设情况。 

④ 青少年体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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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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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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价结论 

经评价，2017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绩效自评价分为 91 分，

绩效等级“优秀”。  

三、项目绩效 

（一）投入目标完成情况 

2017 年学校体育工作经费投入财政资金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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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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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国家级后备人才基地 26 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26 个）

100%；命名省级单项后备人才基地 40 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40 个）100%；命名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320 所，完成率（指

标量化 210 所）152%；命名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20 个，完

成率（指标量化 20 个）100%；单项俱乐部、传统校训练营 5

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3-4 个）125 %；学生体质监测样本量 10



- 6 - 

万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10 万个）100%。 

2．质量目标 

命名的国家高后备人才基地 26 个，基地数量全国排名前 4，

基地数量排位率（指标量化前 6 名）100%；命名的省级单项后

备人才基地数量达 40 个，达全省后备人才训练单位总量的（指

标量化 30%）34.19% ；命名的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会员增长

1%；命名省级体育传统校占全省学校数量的比率达 4%；学生

体质监测样本量占参与监测学校学生的比例达 15%；学生体质

监测样本量达 10 万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10 万个）100%。单

项俱乐部、传统校训练营 5个，完成率（指标量化 3-4个）125 %。  

（四）效益与效果目标完成情况 

2017 年全省共组织的 5 个少年儿童训练营，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传统校作为主体参赛单位参与比例达 65%；2017 年，江

苏省对总计超过 10 万名学生（实际有效样本量）进行了体质监

测，学生体质监测样本量占参与监测学校学生的比例总体平均

超过 15%，学生体质总体合格率约为 95%，其中身高、耐力、

力量的合格率超过 90%，体重合格率约为 70%，视力合格率约

为 25%。 

四、存在问题 

（一）学校体育工作经费预算安排有待进一步优化提高，

个别项目预算安排不够合理； 

（二）因新时代青少年体育工作呈现多元化，新问题、新

特点层出不穷，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的绩效目标还不能及时完全

体现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三）学校体育工作经费的投入和达到全面改善我省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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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体育发展环境和条件，完善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构建适应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拓展

青少年体育阵地，强化青少年体育工作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

与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相适应的体育强省目标还有一定的差

距。  

五、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建议委托专业机构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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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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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体育处等非

财务的业务处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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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