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资金总额 20064.69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 

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文化传承

创新 

党的建

设 

政治建设 

践行“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 
落实 落实 

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落实 落实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落实 落实 

加强政治能力培养 落实 落实 

思想建设 

“省级文明校园”创建成功 落实 落实 

订购理论学习书籍、报刊 落实 落实 

与社会媒体开交流合作 开展 开展 

宣传队伍业务培训 6 次 13 次 

校史馆文化更新完成率 40% 100% 

学校重大活动文化宣传 4 次 13 次 

校园实体文化建设、完善覆盖率 100% 100% 

校报制作印刷费 4 期 8 期 



大学生网络文化艺术节 开展 开展 

校园网络媒体维护 4 次 11 次 

制作学校对外宣传视频数 1 1 

组织建设 

推进创建基层党建“样板支部”建设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党员教育实境课堂”建设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推进基层优质党支部建设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教师党员先锋工程 开展 开展 

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 开展 开展 

作风建设 有效开展专项整治 开展 开展 

纪律建设 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落实 落实 

法制建设和安

全稳定 

保障校园安全三年专项整治方案推

进，保障学校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及

时维修、维护消防设施、设备、监控

设备 

落实 落实 

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  

履行党建工作责任述职评议 落实 落实 

书记项目申报及结项 完成申报 完成结项 

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 推进 推进 

推进党建工作责任落细落实 落实 落实 



立德树

人 

落实思政工作

贯穿育人全过

程 

常态化开展校级层面思政公开课，思

政主题教育活动 
15 场 30 场 

深入推进实践

育人工作 
育人工作量绩效考核 落实 落实 

人才培养 
学生发

展 

招生录取 

全日制录取新生数 3300 4800 

普通招生计划完成率 69% 90% 

社会人员招生完成率 0 90% 

招生就业 

就业考核综合评定等次 优秀 优秀 

专转本考取率 20% 20% 

新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学费减免

政策 

100% 100% 

创新创业 

省部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参与率 
80% 80% 

省部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获奖数量 
0 4 

省部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

赛获奖等第 
0 2 

文艺、体育竞赛成果综合排名 0 
省级以上比赛三等奖

以上 6 个 

职业技能 省级职业技能大赛参与项目 5 5 



省部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学生

参与人数 
10 10 

省部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学生

获奖等第 

二等奖 1 项 三

等奖 2 项 

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2 项 

教育教

学 

现代职教体系 
3+2 联合培养项目招生数量 0 240 

3+3 联合培养项目招生数量 0 35 

“1+X”证书与

学分银行 

“1+X 证书”项目试点专业数量

占学校专业总数的比例 
35.29% 70.59% 

学分银行学生填报率 50% 100% 

高水平专业建

设 

校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办法并启

动专业群建设情况 
已启动 中期检查 

校立项建设省高水平专业群的数

量 
3 3 

课程与教材建

设  

教育部认定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情况 
0 2 

获批立项建设省级高等学校重点

教材情况 
0 2 

教学能力 

省部级教学能力比赛参与人数 0 40 

省部级以上教学能力比赛获奖数

量 
0 4 



省部级以上教学能力比赛获奖等

第 
0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2 项 

教师队伍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1 2 

教师培训人次（国家级、省级、市级

等） 
20 80 

“双师型”教师比例 55% 60% 

校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学位）

比例 
70% 75% 

生师比 12:1 18:1 

馆藏建设 
生均图书 0 60 

生均年进书量（册） 0 2 

质量提升行动

计划 
已落实的任务数量 0 29 

产教融

合 
产教融合 

新增、新聘的产教融合专家数量 0 5 

专业平均拥有校企合作企业数量 9 10 

科学研究 

科技研

发 
科技研发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数量 18 30 

省级以上期刊论文公开发表数量 150 360 

科技服

务 
科技服务 

技术合同成交额本年度增量占同

类院校增量总数的比例 
4% 10% 

技术合同成交额（万元） 35 77 

社会服务 
社会服

务 

社会支持与服

务  

非财政拨款收入总数相较上年度

的增幅 
0% 0% 



非财政拨款收入结构占比 2.99% 2.99% 

社会培训收入总额相较上年度的

增幅 
15% 35% 

与结对帮扶省份（学校）开展帮

扶的相关数据 
40% 100% 

国际交流

与合作 

国际交

流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

作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

展培训的时间 
221 人日  600 人日 

国（境）外留学生人数 20 人 60 人 

支撑保障 
支撑保

障 
投入保障 教学内涵投入 1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高校办学水平、学科整体实力 提升 提升 

稳就业，促创业能力 提升 提升 

经济效益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 提升 提升 

横向课题产生经济效益 8 项（16 万元） 20 项（40 万元） 

生态效益 校园生态环境贡献度 提升 提升 

可持续发展 对学生文化素养、道德水平和技能影响 提升 提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95% 95% 

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95% 95% 

 
  



 

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师资培训专项 资金总额 5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2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参加国家级培训人数 0 10 

参加省级培训人数 5 10 



参加市级培训人数 10 20 

新教师培训 20 40 

专任教师技能类培训 5 10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 0 2 

专业带头人 0 10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100% 100% 

培训优秀率 ≥5% ≥5% 

效益 社会效益 
师德师风建设 良好 良好 

教师业务水平提升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教师满意度 100% 100% 
 
  



项目名称 招生就业费专项 资金总额 35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按实填写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全日制录取新生数 3300 4800 

质量指标 

毕业生协议就业率（含升学） 60% 80% 

普通高中录取人数占比 24% 42% 

普通招生计划完成率 69% 90% 

社会人员招生完成率 0 90% 

毕业生就业率 70% 98% 



成本指标 
招生成本 控制在 150 万以内 控制在 280 万以内 

就业成本 控制在 40 万以内 控制在 70 万以内 

效益 

社会效益 稳就业，促创业能力 提升 提升 

经济效益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 提升 提升 

可持续发展 
以高质量就业促进学校可持续发

展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90% 

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90% 
 
  



项目名称 科研管理经费专项 资金总额 46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指标值 全年（程）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0%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论文 150 360 

其中：核心以上期刊论文 15 35 

省级科研项目 18 30 

科研经费到帐 1 3 

科研经费到帐（横向） 35 77 

专利 3 8 



质量指标 研究课题按时结题率 45% 95% 

  经济效益 横向课题产生经济效益 15 40 

 
  



  

 

 
    

项目名称 专业学科建设专项 资金总额 108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指标值 全年（程）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按实填写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普通话等级考试人数 1000 1000 

计算机等级考试人数 2000 2000 



大外三级英语考试人数 2000 2000 

大外四级英语考试人数 300 300 

pets 英语考试人数 800 800 

学分银行注册人数 5000 4000 

1+X 考证人数 1000 2000 

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 20 

校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0 6 

校级教材建设（本） 5 5 

校级教学能力和技能比赛

覆盖率 
0 100% 

三把刀资源库建设推进率 80% 100% 

空乘高铁专项育训人数 280 300 

质量指标 

普通话等级考试通过率

（二乙） 
90% 90% 

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

（一级） 
80% 80% 

大外三级英语考试通过率

（B 级） 
30% 30% 

大外四级英语考试通过率

（380 分） 
—— —— 

pets 英语考试通过率 80% 80% 

1+X 考证通过率 70% 80%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0 10 



 
  

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0 1 

省级重点教材 0 2 
省级及以上教学比赛获奖

人次 
0 12 

省级及以上技能比赛获奖

人次 
0 25 

三把刀资源库建设验收通

过率 
0 100% 

空乘高铁专线育训合格率 0 100% 



 

 

 
    

项目名称 实训基地建设专项 资金总额 22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指标值 全年（程）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按实填写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空乘服务体验中心基地

建设 
0 1 

非遗文化实训基地建设 0 1 



 
  

计算机实训基地建设 0 1 

质量指标 

空乘服务体验中心学年

使用频率 
10000 10000 

非遗文化实训基地学年

使用频率 
20000 20000 

计算机实训基地使用频

率 
20000 20000 



 

 

 

     
项目名称 智慧校园专项 资金总额 30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指标值 全年（程）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按实填写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学校购买 5G 网络带宽 1 项 1 项 

网络安全设备 一台 两台 

校园网络系统改造 \ 一项 



 
  

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监测与服务 监测一项 监测一项、服务一项 

学校智慧校园子系统 \ 一套 

学校会议室子系统 一套 一套 

质量指标 系统验收合格情况 合格 合格 

时效指标 系统完成验收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设备采购经济性，不超预算 满足 满足 

效益 

社会效益 系统故障发生率 <5% <5% 

经济效益 系统 BUG 修复 100% 100% 

生态效益 环保达标率 100% 100% 

可持续发展 系统正常使用年限 ≥三年 ≥三年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师生满意率 ≥80% ≥80% 



 

 

     
项目名称 学生资助专项 资金总额 100 万元 

开始时间 2021.1.1 完成时间 2021.12.3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指标值 全年（程）指标值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决策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过程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 数量指标 
指标 1：国家助学金人数 787 人 大于 2000 人 

指标 2：国家奖学金人数 0 大于 16 人 



指标 3：国家励志奖学金

人数 
0 大于 240 人 

指标 4:高校残疾学生免

学费人数 
0 0 

指标 5:高校建档立卡免

学费人数 
0 大于 637 人 

指标 6:生源地国家助学

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额 
0 约 3 万元 

指标 7:高校毕业生学费

补偿人数 
0 约 1780 人 

指标 8:中职国家助学金

人数 
43 人 0 

指标 9:中职国家奖学金

人数 
0 约 2 人 

指标 10:中职国家免学费

人数 
959 人 106 人 

质量指标 

指标 1:资助精准化水平 0 1 

指标 2:资助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 
0 1 

指标 3:“信贷风险”控

制 
0 可控范围 

时效指标 
指标 1:资助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 
0 完全实现 

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 1: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因贫失学率 
0 0 

指标 2: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就业率 
≥95% ≥95% 



 指标 3:受助学生参加公

益服务比例完成率 
1 1 

经济效益 
目标人群资助匹配率 1 1 

获奖项目评价合格率 1 1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1：学生家长及社会

对扶困助学满意率 
≥90% ≥90% 

指标 2：学生对扶困助学

满意率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