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2,795.76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外交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防支出

四、事业收入 7,003.88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教育支出 31,235.21

六、其他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十、卫生健康支出 2.00

十一、节能环保支出

十二、城乡社区支出

十三、农林水支出

十四、交通运输支出

十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六、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七、金融支出

十八、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九、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二十、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一、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三、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四、预备费

二十五、其他支出

二十六、转移性支出

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九、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三十、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29,799.64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31,237.21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三十一、事业单位结余分配 

八、上年结转 1,437.57     其中：转入事业基金

三十二、结转下年 0.00

收  入  总  计 31,237.21 支  出  总  计 31,237.21



表1-1

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

拨款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其他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

收支差额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    计 30,472.47 672.83 22,795.76 7,003.88

30,472.47 672.83 22,795.76 7,003.88

638001 成都市技师学院 30,472.47 672.83 22,795.76 7,003.88



表1-2

部门支出总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类 款 项

合    计 31,237.21 24,018.64 7,218.57

31,237.21 24,018.64 7,218.57

成都市技师学院 31,237.21 24,018.64 7,218.57

205 03 03 638001  技校教育 26,326.35 22,828.31 3,498.04

205 03 05 638001  高等职业教育 4,908.85 1,190.33 3,718.52

210 99 99 6380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00 2.00



表2  

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本年收入 22,795.76 一、本年支出 23,560.50 23,560.50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2,795.7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外交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国防支出

一、上年结转 764.74  公共安全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64.74  教育支出 23,558.50 23,558.50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科学技术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2.00 2.00

   节能环保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金融支出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他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表2-1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总计

省级当年财政拨款安排 中央提前通知专项转移支付等 上年结转安排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安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 上年应返还额度结转

类 款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    计 23,560.50 22,795.76 22,795.76 18,746.00 4,049.76 764.74 764.74 764.74

23,560.50 22,795.76 22,795.76 18,746.00 4,049.76 764.74 764.74 764.74

 成都市技师学院 23,560.50 22,795.76 22,795.76 18,746.00 4,049.76 764.74 764.74 764.74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0,860.28 20,641.51 20,641.51 17,351.25 3,290.26 218.77 218.77 218.77

505 01 638001     工资福利支出 15,959.94 15,959.94 15,959.94 15,959.94

505 02 638001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00.34 4,681.57 4,681.57 1,391.31 3,290.26 218.77 218.77 218.77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780.59 361.76 361.76 361.76 418.83 418.83 418.83

506 01 638001     资本性支出（一） 780.59 361.76 361.76 361.76 418.83 418.83 418.8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919.63 1,792.49 1,792.49 1,394.75 397.74 127.14 127.14 127.14

509 01 6380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35.55 335.55 335.55 335.55

509 02 638001     助学金 524.88 397.74 397.74 397.74 127.14 127.14 127.14

509 05 638001     离退休费 32.20 32.20 32.20 32.20

509 99 638001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027.00 1,027.00 1,027.00 1,027.00



表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奖金 伙食补助费 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

职业年
金缴费

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

公务员医疗
补助缴费

其他社会
保障缴费

住房公积金 医疗费
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

办公费 印刷费 咨询费 手续费 水费 电费 邮电费 取暖费
物业管
理费

差旅费
因公出国
（境）费用

维修
（护）费

租赁费 会议费 培训费
类 款 项

合    计 23,560.50 3,046.50 92.55 4,358.80 1,866.60 933.30 805.00 585.13 1,353.30 2,918.76 113.64 33.40 4.78 100.00 325.00 95.72 798.92 154.51 326.93 5.64 4.00 277.20

23,560.50 3,046.50 92.55 4,358.80 1,866.60 933.30 805.00 585.13 1,353.30 2,918.76 113.64 33.40 4.78 100.00 325.00 95.72 798.92 154.51 326.93 5.64 4.00 277.20

成都市技师学院 23,560.50 3,046.50 92.55 4,358.80 1,866.60 933.30 805.00 585.13 1,353.30 2,918.76 113.64 33.40 4.78 100.00 325.00 95.72 798.92 154.51 326.93 5.64 4.00 277.20

205 03 03 638001  技校教育 20,073.17 3,046.50 92.55 4,358.80 1,866.60 933.30 805.00 585.13 1,353.30 2,918.76 11.34 8.50 80.00 136.76 0.40 69.54 129.51 177.93 5.64

205 03 05 638001  高等职业教育 3,485.32 102.30 24.90 4.78 20.00 188.24 95.32 729.38 25.00 149.00 4.00 277.20

210 99 99 638001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00



表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转移性支出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债务还本支出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公务接
待费

专用材
料费

被装购
置费

专用燃
料费

劳务费
委托业
务费

工会经费 福利费
公务用
车运行
维护费

其他交
通费用

税金及附
加费用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离休费 退休费
退职

（役）费
抚恤金

生活
补助

救济费
医疗费
补助

助学金 奖励金
个人农业
生产补贴

代缴社会
保险费

其他对个
人和家庭
的补助

不同级政府
间转移支付

国内债
务付息

国外债
务付息

国内债
务发行
费用

国外债务
发行费用

国内债
务还本

国外债
务还本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办公设
备购置

专用设
备购置

基础设
施建设

大型
修缮

2.16 16.50 50.51 336.49 222.90 91.40 10.00 16.22 1,914.42 32.20 280.00 24.60 30.00 524.88 0.95 1,027.00

2.16 16.50 50.51 336.49 222.90 91.40 10.00 16.22 1,914.42 32.20 280.00 24.60 30.00 524.88 0.95 1,027.00

2.16 16.50 50.51 336.49 222.90 91.40 10.00 16.22 1,914.42 32.20 280.00 24.60 30.00 524.88 0.95 1,027.00

16.50 19.20 336.49 16.22 894.74 32.20 280.00 24.60 30.00 395.88 0.95 1,027.00

2.16 30.31 222.90 91.40 10.00 1,018.67 129.00

1.00 1.00



表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资本性支出
对企业补助（基

本建设）
对企业补助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其他支出

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
置更新

物资
储备

公务用
车购置

其他交
通工具
购置

文物和
陈列品
购置

无形资
产购置

其他基
本建设
支出

房屋建筑
物购建

办公设
备购置

专用设
备购置

基础设
施建设

大型
修缮

信息网络
及软件购
置更新

物资
储备

土地
补偿

安置
补助

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

拆迁
补偿

公务用
车购置

其他交通
工具购置

文物和陈
列品购置

无形资
产购置

其他资
本性支

出

资本金
注入

其他对企
业补助

资本金
注入

政府投资
基金股权

投资

费用
补贴

利息
补贴

其他对企
业补助

对社会
保险基
金补助

补充全
国社会
保障基

金

对机关事业
单位职业年
金的补助

国家赔
偿费用
支出

对民间非营
利组织和群
众性自治组

织补贴

经常性
赠与

资本性
赠与

其他
支出

5.40 720.59 54.60

5.40 720.59 54.60

5.40 720.59 54.60

419.83

5.40 300.76 54.60



表3-1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合    计 18,746.00 17,370.91 1,375.09

18,746.00 17,370.91 1,375.09

638001 成都市技师学院 18,746.00 17,370.91 1,375.09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17,351.25 15,976.16 1,375.09

505 01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5,959.94 15,959.94

505 02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91.31 16.22 1,375.09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394.75 1,394.75

509 01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335.55 335.55

509 99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027.00 1,027.00

509 05 50905   离退休费 32.20 32.20



表3-2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金额

类 款 项

合    计 4,814.50

4,814.50

成都市技师学院 4,814.50

 技校教育 2,485.50

205 03 03 638001   教育资助满覆盖 0.17

205 03 03 638001   学校奖优助困 199.57

205 03 03 638001   中职国家助学金 69.00

205 03 03 638001   南校区教育教学保障项目 733.43

205 03 03 638001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5.79

205 03 03 638001   日常维修费 153.98

205 03 03 638001   委托业务费 123.70

205 03 03 638001   日常专用材料购置费 16.50

205 03 03 638001   一般设备购置费 1.00

205 03 03 638001   国内差旅费 129.51

205 03 03 638001   办公经费 14.54

205 03 03 638001   职工健康体检 160.00

205 03 03 638001   成财教发[2021]11号预下达2021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职和教师素质提升部分）资金 11.34

205 03 03 638001   根据成财教发【2021】4号预下达2021年中央和省级部分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185.34

205 03 03 638001   根据成财教发（2021）39号下达2021年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高职生均奖补） 272.77

205 03 03 638001   成财教发（2021）49号藏彝区“9+3”免费教育补助资金2020年度结算 0.07

205 03 03 638001   成财教发（2021）114号下达第二批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资金 33.64

205 03 03 638001   成财教发（2021）112号第二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服兵役国家资助） 15.15

205 03 03 638001   成财教发（2021）107号下达2021年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奖补资金 240.00

 高等职业教育 2,326.99

205 03 05 638001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 123.36

205 03 05 638001   赛教融合竞赛能力提升项目 232.00

205 03 05 638001   高校奖助学金项目 129.00

205 03 05 638001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58.37

205 03 05 638001   日常维修费 89.00

205 03 05 638001   委托业务费 35.09

205 03 05 638001   公务接待费 2.16

205 03 05 638001   一般设备购置费 5.40

205 03 05 638001   日常培训费 176.17

205 03 05 638001   办公经费 1,072.02

205 03 05 638001   成财教发【2021】2号预下达2021年中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高职生均拨款奖补）资金 4.42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00

210 99 99 638001   成财教发（2021）26号下达2021年学习禁毒防艾经费 2.00



表3-3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合    计 12.16 10.00 10.00 2.16

12.16 10.00 10.00 2.16

638001  成都市技师学院 12.16 10.00 10.00 2.16



表4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表4-1

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科目）

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合计
因公出国（境）

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合    计

 



表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部门：638-成都市技师学院部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科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    计

 



项目支出绩效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38001-成都市技师学院

51010021T0000001378
89-教育资助满覆盖

0.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受助学生完成学业帮助很大 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贫困生覆盖率 ＝ 100 %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合格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发放 ≤ 12 月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 ≥ 3 人 10 正向指标

51010021T0000001526
97-学校奖优助困

199.5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 ≥ 5323 人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贫困生覆盖率 ＝ 100 % 3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 199.57 万元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受助学生学业帮助很大 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12 月 20 正向指标

51010021T0000001548
17-中职国家助学金

69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发放 ≤ 12 月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 69 万元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 98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贫困生覆盖率 ＝ 100 %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 ≥ 345 人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受助学生完成学业帮助很大 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38001-成都市技师学院
51010021T0000001554
45-南校区教育教学保

障项目
733.4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强化安全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毕业生就业率 ≥ 80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对口高考、单招升学率 ≥ 92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学生毕业率 ≥ 90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能大赛中获取省级三等以上奖项 ≥ 1 项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会培训、鉴定 ≥ 1800 人/次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稳定办学规模，扩大新招生人数 ≥ 900 人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服务地方经济能力，多渠道开展社会培训 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85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才培养 ≥ 1662 人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立竞赛集训队 ≥ 10 支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 12 月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集训学生 ≥ 70 人/次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鉴定人数 ≥ 1800 人/次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技能大赛中获取市级二等以上奖项 ≥ 1 项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总投入 ≤ 733.43 万元 5 正向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38001-成都市技师学院

51010021T0000001555
25-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项目
123.36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入 ≤ 123.36 万元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自动驾驶实训室 ＝ 1 座（处）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务管理系统最大并发访问数 ≥ 500 人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汽车智能技术教材 ＝ 3 本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拍摄汽车智能技术视频 ≥ 50 分钟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软件著作权 ＝ 1 个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1+X证书智能网联汽车维修与运维通过率 ≥ 80 %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85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教务管理系统 ≥ 9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务管理系统师生使用次数 ≥ 20 万人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务管理系统子模块数量 ≥ 8 个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教务管理系统师生覆盖率 ≥ 98 %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横向项目收入 ≥ 2 万元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软件3-5年能及时有效的升级更新，满足未来
虚拟现实技术发展的要求年限。

定性 好坏 5 正向指标

51010021T0000001555
78-赛教融合竞赛能力

提升项目
232.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获得省级奖项 ≥ 2 项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 95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 50 人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技术持续 ≥ 5 年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创收收入 ≥ 10 万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外培训人次 ≥ 100 人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 231.6 万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 1 套 10 正向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38001-成都市技师学院

51010021T0000001572
72-高校奖助学金项目

129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到位率 ＝ 100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准确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 390 人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8 %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 129 万元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受助学生完成学业帮助很大 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合格率 ＝ 100 % 10 正向指标

51010022T0000002709
04-高职院校对外交流

26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 ＝ 800 小时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数量 ＝ 1 个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 0 % 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收留学生数量 ＝ 20 人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国际课程数量 ＝ 10 门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英合作办学在校生人数 ＝ 150 人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主办国际交流论坛数量 ＝ 2 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师国际培训人数 ＝ 20 人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出访经费 ≤ 0 万 0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请外教数量 ＝ 1 人 15 正向指标

51010022T0000002709
19-横向科研经费

118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横向科研项目到账经费 ≥ 10 万 4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横向科研项目 ≥ 2 项 4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0 % 0 正向指标



项目支出绩效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指标方向性

638001-成都市技师学院

51010022T0000002710
78-职工健康体检

16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健康意识 定性 好坏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加体检人数 ≤ 1600 人 30 反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 90 %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完成成本 ≤ 160 万 20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体检项目 ≥ 20 项 10 正向指标

51010022T0000046776
44-培训竞赛等项目经

费
54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学员满意度 ≥ 7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校级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 ≥ 1 个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竞赛收入 ≥ 50 万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定性 优良中低差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0 % 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完成成本 ≤ 540 万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校级职工培训基地 ≥ 1 个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务合格率 ≥ 80 %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培训鉴定收入 ≥ 100 万 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承办各级各类竞赛 ≥ 2 场次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培训鉴定人次 ≥ 3000 人次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优秀考评员 ≥ 5 人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社会各类竞赛人数 ≥ 200 人次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选手满意度 ≥ 60 %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2022.12 年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校级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 ≥ 1 门 5 正向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