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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义务教

育的全日制公办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实施小学、初中义务

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业务范围为初中、小学学历教

育。学校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睿智笃行，活泼

优雅的现代小公民为目标，以优教厚德、乐学博雅；多元育

人，立根树魂为办学理念，争办文化底蕴深厚、办学特色鲜

明、师生和谐发展、质量区域一流的学校。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行政编制数 0 人，事业编制

数 155 人，实有在编人数 127 人；离休 0 人，退休 10 人；

雇员（含老工勤）0 人、从基本支出工资福利列支的临聘人

员 8 人,学生人数：2154 人，其中小学生 1260 人、班级

29 个班。中学生 894 人，班级 24 个班。公务用车情况：车

辆 2 台，定编 2 台。 

三、2022年主要工作目标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2022 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 

1. 改造教室的灯光照明系统，共计改造 57 间教室，目

标使每间教室的灯光符合新的护眼标准； 

2. 改造电脑 3 室，对电脑 3 室进行重装，更新电脑等设

备设施； 



3. 继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生网上阅卷系统； 

4. 后勤保障方面更新学校直饮水管道系统，保障师生饮

用水安全。注重食堂、宿舍等校区的各项设施设备维护。对

学校的绿化树枝进行修剪。加大对洗手间日常耗品的投入，

达到厕所革命对学校洗手间的要求； 

5. 购置一批教育教学软件、资源平台、运动器材、美术

用品、实验器材、课桌椅、家具、空调、图书等货物服务教

育教学； 

6. 以建校 20 周年为契机梳理学校的建校历史资料、加

大对外宣传等； 

7.合理优化学校社团建设，着重团队建设，加强少先队

鼓号队训练。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22 年深圳市南山区 第二实验学校部门预算收入

9,471.82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519.20 万元，增长 5.80%，

其中：政府预算拨款 9,471.82 万元。 

2022 年深圳市南山区 第二实验学校部门预算支出

9,471.82 万元，比 2021 年增加 519.20 万元，增长 5.80%。

其中：人员支出 5,368.14 万元、公用支出 345.48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542.96 万元、项目支出 2,215.25

万元。 

预算收支增主要原因说明： 

1. 学生人数较上年增加，收支相应增加。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本级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本级预算 9,471.82 万元，

包括人员支出 5,368.14 万元、公用支出 345.48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542.96 万元、项目支出 2,215.25 万

元。 

（一）人员支出 5,368.14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345.48 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

经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

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1,542.96 万元，主要是



离退休人员经费。 

（四）项目支出 2,215.25 万元，具体包括： 

1.教育管理事务 939.86 万元,主要用于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及发展支出； 

2.预算准备金 22.97 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不可预见的

政策性支出等； 

3.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40 万元,主要用于 2021 年市本级

统筹教育费附加资助项目经费预算  (深港澳姊（姐）妹学校

缔结资助) 

4.公办中小学教育附加生均项目 436.43 万元,主要用于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支出； 

5.宣传文体发展专项资金 4.00 万元,主要用于宣传文体

发展； 

6.公办中小学教育事业费生均项目 517.29 万元,主要用

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需要的项目支出； 

7.生均外教育费附加项目 292.30 万元,主要用于教育费

附加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22

年部门预算共计 117.02 万元，其中货物采购 67.64 万元、

工程采购 39.50 万元、服务采购 9.88 万元。 

 

  



第五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深圳市南

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 7.76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

减少 18.00 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

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

经费完全按照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实行规模总控，因此各

单位 2022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

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二）公务接待费。2022 年预算数 0.00 万元。与 2021

年相比持平。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2 年预算数 7.76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 18.00 万元，主要原因为我校 2021 年预算采购公

务用车一辆。为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管理，我区公务用车购

置实行规模总控，在实际执行中根据区公务用车领导小组审

批意见指导调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2 年预算数 7.76

万元，与 2021 年预算持平，主要是由于单位厉行节约，公车

运行维护费不做增长。 

我单位现有车辆 2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于: 日常公



务出行，包括公务用车油费、保险费、维修保养费、路桥费

等。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

单位范围包括：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已编制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将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并经主管部

门审核后形成绩效报告报送财政部门备案。区财政部门将根

据需要对部分基层单位或整个系统的部门整体支出实施重

点绩效评价。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22 年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所有项目支出预算

纳入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资金 2,215.25 万元，设

置并编报 7 个项目绩效目标。相关项目在执行时将在年中编

报绩效监控情况，并在年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按

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按要求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选择重点

项目开展部门评价，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形成绩效报告报送财

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将选取部分政策或项目实施重点绩效

评价。 

 

  



第七部分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预算数（万元） 绩效目标 
预算准备金 22.97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公办中小学教育事业费生均项目 517.29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生均外教育费附加项目 292.30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宣传文体发展专项资金 4.00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40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教育管理事务 939.86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公办中小学教育附加生均项目 436.43 12 月 25 日前执行完成。 

注：根据相关工作要求，部分项目不予公开。 

 

第八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一、单位运行经费 

2022 年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单位运行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 345.48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28.25 万元，

增长 8.91%。主要原因是学生人数增加，支出相应增加。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

辆 2 辆，其中：党政机关的机要通信及应急用车 0 辆、执法

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事

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及综合业务用车 2 辆，生产经营和业务保

障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以上

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三、其他 

本单位 2022 年度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 2.40 万元。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第九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

金。 

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

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

和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及印刷费等）。 

六、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项目，归口至上年结

余、结转中填报。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及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

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

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

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表一：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政府预算资金 9,469.42 教育支出 7,343.8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469.42   普通教育 6,589.7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469.42     初中教育 6,589.70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54.10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54.1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0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0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4.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0.88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69.23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2.2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77.9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8.98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 

  卫生健康支出 158.33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58.33 

      事业单位医疗 158.33 

  住房保障支出 1,194.81 

    住房改革支出 1,194.81 

      住房公积金 558.09 

      购房补贴 636.72 

    

本年收入合计 9,469.42 本年支出合计 9,471.82 

上年结余、结转 2.40 结转下年 0.00 

收入总计 9,471.82 支出总计 9,471.82 

 



表二：收入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 

单位 

收入 

总计 

本年收入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拨款 

事业 

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上级补

助收入 

附属单

位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上年

结余、

结转 小计 
基本支出拨

款 

履职类项

目拨款 

财政专

项资金

拨款 

政府投

资项目

拨款 

深圳市

南山区

教育局 

9,471.82 9,469.42 7,256.57 2,208.85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 

深圳市

南山区

第二实

验学校 

9,471.82 9,469.42 7,256.57 2,208.85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 

 

表三：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2年政府采购项目 

小计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9,471.82 7,256.57 2,215.25 117.02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9,471.82 7,256.57 2,215.25 117.02 

 

  



表四：基本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上年结

余、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拨款 

事业

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7,256.57 7,256.57 7,256.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7,256.57 7,256.57 7,256.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工资福利支出 5,368.14 5,368.14 5,368.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基本工资 630.00 630.00 63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津贴补贴 2,591.57 2,591.57 2,591.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奖金 51.85 51.85 51.8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绩效工资 574.61 574.61 574.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 
377.96 377.96 377.9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职业年金缴费 188.98 188.98 188.9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58.33 158.33 158.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5 1.65 1.6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住房公积金 558.09 558.09 558.0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35.09 235.09 235.0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345.48 345.48 345.4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办公费 62.94 62.94 62.9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印刷费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水费 20.00 20.00 2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电费 60.00 60.00 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邮电费 3.30 3.30 3.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物业管理费 15.00 15.00 1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差旅费 2.00 2.00 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租赁费 2.00 2.00 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培训费 20.15 20.15 20.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专用材料费 6.00 6.00 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劳务费 3.00 3.00 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工会经费 37.60 37.60 37.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福利费 9.30 9.30 9.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7.76 7.76 7.7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95.42 95.42 95.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542.96 1,542.96 1,542.9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上年结

余、结转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拨款 

事业

收入 

事业单

位经营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退休费 197.37 197.37 197.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奖励金 1,345.60 1,345.60 1,345.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五：项目支出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类别 总计 

政府预算拨款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上年

结余 

、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

基金预

算拨款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拨款   

事业

收入 

事业

单位

经营

收入 

上级

补助 

收入 

附属

单位 

上缴

收入 

其他

收入 小计 
履职类 

项目拨款 

财政专

项资金

拨款 

政府投

资项目

拨款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2,215.25 2,212.85 2,208.85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

学校 
2,215.25 2,212.85 2,208.85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 

预算准备金 22.97 22.97 22.9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中小学教育事业费

生均项目 
517.29 517.29 517.2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均外教育费附加项目 292.30 292.30 292.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宣传文体发展专项资金 4.00 4.00 0.00 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0 

教育管理事务 939.86 939.86 939.8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办中小学教育附加生

均项目 
436.43 436.43 436.4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六：政府预算拨款收支总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项    目 2022 年预算数 

政府预算资金 9,469.42 教育支出 7,343.8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469.42   普通教育 6,589.7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9,469.42     初中教育 6,589.70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54.10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54.1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0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00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4.0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70.88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69.23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2.2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77.9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88.98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 

  卫生健康支出 158.33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58.33 

      事业单位医疗 158.33 

  住房保障支出 1,194.81 

    住房改革支出 1,194.81 

      住房公积金 558.09 

      购房补贴 636.72 

    

本年收入合计 9,469.42 本年支出合计 9,471.82 

上年结余、结转 2.40 结转下年 0.00 

收入总计 9,471.82 支出总计 9,471.82 

 

  



表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9,471.82 7,256.57 2,215.25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9,471.82 7,256.57 2,215.25 

 2050203 初中教育 6,589.70 5,135.05 1,454.65 

 20509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754.10 0.00 754.10 

 2079902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支出 4.00 0.00 4.0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02.29 199.79 2.5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支出 
377.96 377.96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

支出 
188.98 188.98 0.00 

 2089999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5 1.65 0.00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58.33 158.33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58.09 558.09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636.72 636.72 0.00 

 

表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0.00 0.00 0.0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本单位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表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支出总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0.00 0.00 0.0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本单位 2022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表十：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160.4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160.40 

 2050203 初中教育 
商品和服务支出（提前下达）

（深财教【2021】248 号） 
128.00 

 2050203 初中教育 

教 学教材 及学生课 本资料 费

（含教材练习本）_提前下达深

财教[2021]248 号 

30.00 

 20509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

排的支出 

下达 2021 年市本级统筹教育

费附加资助项目经费预算 
2.40 

 

  



表十一：政府采购项目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单位 品目编码 采购品目 金额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117.02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117.02 

 A 货物 67.64 

 A02 通用设备 31.88 

 A0201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24.88 

 A020101 计算机设备 23.10 

 A02010103 服务器 2.50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20.00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0.60 

 A020102 计算机网络设备 0.38 

 A02010202 交换设备 0.38 

 A020106 输入输出设备 1.40 

 A02010601 打印设备 0.40 

 A0201060104 针式打印机 0.40 

 A02010604 显示设备 1.00 

 A0201060401 液晶显示器 1.00 

 A0202 办公设备 2.00 

 A020202 投影仪 2.00 

 A0206 电气设备 5.00 

 A020618 生活用电器 5.00 

 A02061802 空气调节电器 5.00 

 A0206180203 空调机 5.00 

 A05 图书和档案 9.00 

 A0501 图书 9.00 

 A050101 普通图书 9.00 

 A99 其他货物 26.76 

 B 工程 39.50 

 B08 修缮工程 39.50 

 C 服务 9.88 

 C99 其他服务 9.88 



表十二：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年度 

“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 

预算总额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深圳市南山区

第二实验学校 

2021 年 25.76 0.00 0.00 25.76 18.00  7.76 

2022 年 7.76 0.00 0.00 7.76 0.00 7.76 

增减变化金额 -18.00  0.00  0.00  -18.00  -18.00  0.00  

 

 

 

 

表十三：部门预算绩效管理项目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预算执行时间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

实验学校 
 2,215.25 2,215.25 0.00  

 预算准备金 22.97 22.97 0.00 2022.1.1-2022.12.31 

 公办中小学教育事业费生均项目 517.29 517.29 0.00 2022.1.1-2022.12.31 

 生均外教育费附加项目 292.30 292.30 0.00 2022.1.1-2022.12.31 

 宣传文体发展专项资金 4.00 4.00 0.00 2022.1.1-2022.12.31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2.40 2.40 0.00 2022.1.1-2022.12.31 

 教育管理事务 939.86 939.86 0.00 2022.1.1-2022.12.31 

 公办中小学教育附加生均项目 436.43 436.43 0.00 2022.1.1-2022.12.31 

 

  



表十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2 年度 

单位：万元 

部门（单位）名称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主管部门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统发）、工资福利支出（非

统发）、对个人和家庭补助（非统发）和商

品和服务支出 

7,256.57 7,256.57 0.00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 
下达 2021 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资助项

目经费预算 
2.40 2.40 0.00 

公办中小学教育附加

生均 

教育活动、教育教学改革、教育教学设备、

师资培训、校舍安全保障补助、校园文化、

校园修缮 

436.43 436.43 0.00 

公办中小学教育事业

费生均 

后勤管理经费、教学教材及学生课本资料费

（含教材练习本）、教育管理经费/教学教研

经费、特色教育经费、校园活动经费、学生

活动经费、学生体检及体质检测费 

517.29 517.29 0.00 

教育管理事务 

班主任及心理教师工作经费、场馆开放经

费、购买教育服务经费、佳偶管理事务、老

干部活动经费、社会实践活动经费、午餐午

休管理经费 

939.86 939.86 0.00 

生均外教育费附加 课后延时服务经费、学校特色经费 292.30 292.30 0.00 

宣传文体专项经费 文体专项经费 4.00 4.00 0.00 

预算准备金 预算准备金 22.97 22.97 0.00 

金额合计 9,471.82 9,471.82 0.00 

年度总体 

目标 

1.基本配置完善学校教学班的场地、办公设施设备，增加特殊学生安全保障防护设施设备；2.按照广东省文件要求，配

备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行的教职员工；3.结合学校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完善特殊儿童个性发展特点所

需的教育康复训练设施设备；4.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办学理念，完善学校队伍建设、发展愿景、文化、景观等方面的工

作；5.依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学生潜能发展的需求，举办相应的教育教学研讨和展示活动；6.完善智慧校园建

设的基础工作，构建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等系统；7.依托区特教指导中心，发挥特校在融合教育体系中的业务骨干作

用，加强区域资源辐射功能的建设工作；8.构建平安和谐文明的校园保障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年度绩效 

指标 
产出 数量 

管理人员数量 ≥9 人 

预算备用金调剂次数 ≤2 次 

不定期巡查次数 ≥10 次 

消防检查次数 ≥2 次 

课外活动、比赛开展数 10 场 

参与活动教师数量 127 人 

举办健康教育活动次数 ≥10 次 

设备采购 1 批 

体检学生完成数 全校学生 



退休干部数量 8 人 

教育活动项目活动开展次数  10 

服务学生学生人次 2223 人 

教育教学改革新增功能模块 5 个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场数 ≥3 场 

文化宣传品印刷数量 ≥100 

教师培训人数    ≥100 人   

教学课本采购数量 ≥90000 本 

四点半活动举办数量 ≥45 场 

四点半活动多样性（种类） ≥8 种 

参加活动人次 ≥1000 人 

特色教育经费师生参加人数 100% 

特色课程开展数量 ＞4 个 

特色课程开展种类 ≥2 种 

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次数 ≥3 次 

质量 

采购设备使用率 100% 

教学覆盖率 ≥95% 

教育教学改革各项工作开展完成率 100% 

校园文化推广率 ≥95%   

培训考核合格率     ≥95%   

教材发放完成率 ≥95% 

项目验收通过 良好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次数 0 

社会实践活动综合情况合格率    ≥90%   

校舍巡查覆盖范围 100%覆盖 

消防器材的配比达标 100% 

设备检查合格率 100% 

提升教师的课程研究水平 水平提升 

教育及学习质量 良好 

设备替换合理性 合理 

四点半学生参与率 95% 

特色项目课程好评率 95%以上 

特色教育效果和质量 ≥95% 

备用金使用完成效益 100% 

时效 安保巡视频率 每天 24 小时连续 



设备更新及时性 及时 

服务频率 每个工作日 

培训开展及时性 及时 

经费发放及时性 及时 

四点半活动举办频率 
平均至少每周 2

次 

活动开展天数 7 

午餐午休服务频率 每个工作日 

学生进步及时得到表彰  及时 

项目开展时长 学期末结束 

所有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应急事件处置及时性 100%及时 

成本 

后勤人员工资标准 5500 元/月 

老干部活动经费补贴标准 2500 元/人 

班主任及心理教师工作经费补贴标

准 
1500 元/人/月 

午餐午休管理人员津贴发放标准 
每人每天发放

150 元津贴 

购买教育服务人员成本 
不高于 12942元/

月/人 

课后延时服务经费补贴标准 每生 1000 元/年 

补贴标准 每生 1000 元/年 

每人体检费 

小学一年级、初中

一年级 57.6 元/

年，其他年级28.8

元/年，体质检测

费 18 元/年 

社会实践活动人均成本 600 元/人 

每位教师培训成本 ≥1000 元 

项目成本 
控制在预算数以

内 

预算备用金使用金额 ≤22.97 万元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解决学生放学托管问题、丰富学生

课外生活，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展 
有效解决 

保障教育教学正常开展 正常 

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得到提升 

教学科研能力 得到提升 

师生安全保障度 有效提升 

解决部门学生午托问题  得到解决 

学生综合素养  得到提升   



学校综合办学能力 得到提升   

教育现代化 得到发展 

师资力量    得到提升   

学校竞争力    得到提升 

可持续影响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家长满意度 ≥90% 

其他满意度 不适用 不适用 

 

 

表十五：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单位：万元 

单位/科目编码 

（按支出功能科目编列至

“项”级） 

科目名称 

（按支出功能

科目编列至

“项”级） 

项目名称 

（一级项目） 
资金性质 购买服务内容 

购买服务金额 

合计 
财政 

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注：本单位为事业单位，故 2022 年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预算。 

 

  



表十六：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21121550001122 项目名称： 

教学教材及学生课本资料费（含教材

练习本）_提前下达深财教[2021]248

号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3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0.00 

项目概况： 
学校希望通过引进多种多样的教学教材，帮助学生吸收知识，帮助老师提升二次开发教材能力，满足

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需求，完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 

年度目标： 落实市区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教材做为教学工具，帮助学生从中汲取知识，掌握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探究精神，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挖掘其中的知识内涵，提高其教学能力，开拓新型的教学方

式，有利于学校的长足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免费教科书补助 
不低于初中 534 元/生/

年、小学 340 元/生/年 
免费教科书补助 

*质量 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100% 教科书质量合格率 

*时效 教材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教材发放及时性 

*成本 教学教材成本 ≤300000 元 教学教材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校竞争力 得到提升 学校竞争力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1125 项目名称： 校园文化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71.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57.00 

项目概况： 

我校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思想水平，每年均开展多种多样的学生演出活动，鼓励学生参加省市区各

类比赛，并开展多种思想教育和传统文化活动。本项目用于学生演出活动的搭台布置以及上述各类活

动的宣传与报道。通过购买绿色植物美化校园环境。 

年度目标： 
通过举办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对各类文化活动宣传，有效提升学生思想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学

校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建设更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凸显我校办学特色；为学生营造更多元化的文化教育氛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服务学生人数     2223 人 服务学生人数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场数 ≥3 场 校园文化活动开展场数 

文化宣传品印刷数量 ≥100 文化宣传品印刷数量 

*质量 
校园文化推广率 ≥95%   校园文化推广率 

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得以发展     个性得到发展 每个学生的个性特长得以发展     

*时效 
校园文化开展及时性 及时 校园文化开展及时性 

学生进步及时得到表彰  及时 学生进步及时得到表彰  

*成本 实际支出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得到提升 校园文化建设质量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程度 ≥95% 学生满意程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232 项目名称： 老干部活动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7.5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2.50 

项目概况： 根据我市离退休教师活动经费相关规定，为我校退休干部送春节关怀，用于春节慰问费用。 

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及时向退休教师拨付 2022 年春节慰问金，提高其退休生活质量，保障其生活水平。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响应政策，保障退休人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认真落实好退休人

员的经济待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退休干部数量 8 人 退休干部数量 

*质量 经费发放准确率 100% 经费发放准确率 

*时效 经费发放及时性 及时 经费发放及时性 

*成本 每人补贴标准 2500 元/人 每人补贴标准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提高老干部生活质量 得到提升 提高老干部生活质量 

提高退休人员的幸福指数 得到提升 提高退休人员的幸福指数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退休干部满意度 ≥95% 退休干部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244 项目名称： 社会实践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99.54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3.18 

项目概况：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提高综合实践能力有重大意义。本项目为五年级学生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经费，旨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深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年度目标： 
为学生参与完成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经费，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更多地认

识接触社会；提高学生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孩子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学习知识、开阔眼界，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树立健康的心理素质；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更加完善学校的教育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活动开展次数 1 次 活动开展次数 

*质量 
活动综合情况合格率    ≥90%   活动综合情况合格率    

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率 ≥95% 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率 

*时效 
举办活动的及时性 及时 举办活动的及时性 

活动开展天数 5 天 活动开展天数 

*成本 人均成本 600 元/人 人均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生社会责任感    得到提高   学生社会责任感    

学生的综合素质 得到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以及家长满意度    ≥95%   学生以及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5575 项目名称： 课后延时服务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666.9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222.30 

项目概况： 

我校响应教育局号召，开展“课后延时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包括：“校园体育一小时”、

校园足球、“高雅艺术进校园”、“国学课堂”、“艺术大讲堂”、“科学家进校园”、“名师名家

进校园”、百部经典文化艺术作品欣赏等。市教育局按生均 1000 元标准，对各校今年的活动开展予以

补贴。 

年度目标： 
为了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托管问题，放学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活动热情，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使其在课外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开展德育、体育、艺术、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活动，解决学生放学后托管问题，使家长安心无后顾之忧

的工作，又能让学生接受更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活动举办数量 ≥45 场 活动举办数量 

参加活动人次 ≥1000 人 参加活动人次 

*质量 
学生参与率 95% 学生参与率 

活动多样性（种类） ≥8 种 活动多样性（种类） 

*时效 
活动举办频率 平均至少每周 2 次   活动举办频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活动开展及时性 

*成本 补贴标准 每生 1000 元/年 补贴标准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解决学生放学托管问题、丰富

学生课外生活，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有效解决 
解决学生放学托管问题、丰富学生课

外生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家长满意度 ≥90% 学生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60 项目名称： 学生体检及体质检测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35.2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11.73 

项目概况： 

根据卫生部及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通知的要求，为更好地了解学生身体健康

情况，防治常见疾病，为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学校每年定期开展学健康体检和体质

监测，建立完善的健康档案，同时，加强健康教育知识培训和行为干预，使在校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定期检查及时防治，保证学生学习和生活中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年度目标： 对在校学生进行至少一次健康体检和体质检测，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保证体检工作有序进行。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让学生了解个人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状况，尽可能给学生提供健康指导意见，促进学生健康的各项工

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体检学生完成数 2223 人 体检学生完成数 

体检项目数 ≥10 项 体检项目数 

*质量 学生体检参加率 ＞95% 学生体检参加率 

*时效 体检开展及时性 12 月前 体检开展及时性 

*成本 
每人体检费 

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

57.6 元/年，其他年级

28.8 元/年，体质检测费

18 元/年 

每人体检费 

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项目实际支出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疾病预防水平 有效提高 疾病预防水平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家长、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03 项目名称： 
教学教材及学生课本资料费（含教材 

练习本）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241.38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80.46 

项目概况： 
学校希望通过引进多种多样的教学教材，帮助学生吸收知识，帮助老师提升二次开发教材能力，满足

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需求，完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更好地为社区提供优质学位。 

年度目标： 
在 2022 年陆续完成在校学生的教材购置，实现教学过程中教学工具的及时更新，提升教学内容，提高

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为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教材做为教学工具，帮助学生从中汲取知识，掌握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探究精神，养

成自学的好习惯，并且利用课上时间分组讨论，增进 学生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对教材进行二次 

开发，挖掘其中的知识内涵，提高其教学能力，开拓新型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校的长足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教材课本采购数量 ≥90000 册 教材课本采购数量 

教材保证学生人数 2223 人 教材保证学生人数 

*质量 
教材发放完成率 ≥95% 教材发放完成率 

项目验收通过 良好 项目验收通过 

*时效 
教材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教材发放及时性    

项目完成时间 及时 项目完成时间 

*成本 教学教材采购成本 不高于指导价 教学教材采购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校竞争力    得到提升 学校竞争力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539 项目名称： 学生活动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8.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6.00 

项目概况： 

不定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如英语节，音乐节，科技节，体育节等，改善当前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重分

数轻素质、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轻实践等问题，提升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增强创新实践能力，

更好地适应城市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对人才的素质要求。 

年度目标： 
不定期开展学生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品德素养和身心素养，培养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丰富、充实学生的课外生活。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挖掘学生的个人潜力，推动学生个人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增强创新实践能力；提高学校竞

争水平、影响力和名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学生活动开展场次 ≥6 场 学生活动开展场次 

开展活动种类 3 种 开展活动种类 

*质量 学生参与率 100% 学生参与率 

*时效 学生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学生活动开展及时性 

*成本 实际支出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教育多元化 得到提升 教育多元化 

学生综合素质 得到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100%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183 项目名称： 班主任及心理教师工作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12.8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7.60 

项目概况： 
根据上级部门相关规定向班主任发放津贴，按照《市政府六届一百八十三次常务会议纪要》，自 2019

年 1 月起公办中小学班主任待遇标准提高到 1500 元/人/月。 

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以及相关工作的完成来提升我校班主任专业素质水平。通过开展培训，来帮助班主

任明确新时期班主任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学习先进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掌握当

代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提高老师的综合素质，教育理念，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主要目

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德育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培训开展次数   ≥5 次  培训开展次数   

培训人数   ＞54 人 培训人数   

*质量 
培训参与率 100%  培训参与率 

培训考核合格率   100% 培训考核合格率   

*时效 培训开展及时性 及时 培训开展及时性 

*成本 补贴标准 1500 元每人每月 补贴标准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班主任的专业素质和水平得到

提高   
得到提高  班主任的专业素质和水平得到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得到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教师培训满意度   100% 教师培训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037 项目名称： 后勤管理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926.55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08.85 

项目概况： 

随着学习事业的持续发展，我校对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视性越来越高，后勤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学习管理中心，后勤管理以大局为先，以服务为重，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以搞好服务保障

为基础，以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管理为手段，以提高效益为目的，尽量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提

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年度目标： 

为了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开源节流，过紧日子的需要，要管理好后勤工作，增收减支，

科学管理、创新管理、杜绝浪费，全面提升后勤人员的服务意识，节俭意识，落实校园整体规划，不

断优化校园环境，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力争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满意。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从长期看，可加强后勤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效益，充分利用学校的相关基础设施进行精细化管

理，在后勤管理中不断存进创新动力，不断提升后勤人员的综合素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保安人数    14 人 保安人数    

聘请清洁人员人数 14 人 聘请清洁人员人数 

*质量 

校园卫生检查合格率 100% 校园卫生检查合格率 

食堂卫生合格率      100%合格  食堂卫生合格率      

安保巡视范围  全校 安保巡视范围  

*时效 安保巡视频率    每天 24 小时连续 安保巡视频率    

*成本 后勤人员工资标准 5500 元/月 后勤人员工资标准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校竞争力  得到提升 学校竞争力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教师家长学生满意    ≥90%   教师家长学生满意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943 项目名称： 教育教学改革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7.7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5.90 

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

目标，即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

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

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努力

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

理新模式。 

年度目标： 
深化我校智慧校园建设，不断创新、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我校由传统教学向信息化教学方

向转变。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导，通过智慧校园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和现代化，推进学校的快速

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新增功能模块     5 个   新增功能模块     

*质量 
教学覆盖率 ≥95% 教学覆盖率 

各项工作开展完成率 100% 各项工作开展完成率 

*时效 项目开展及时性 3 月份陆续开展 项目开展及时性 

*成本 实际支出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教育现代化 得到发展 教育现代化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0% 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33 项目名称： 校舍安全保障补助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59.28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19.76 

项目概况： 
2016 年 12 月，深圳市人民政府下发通知，要求巩固完善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规定公办中小学校

舍安全保障补助标准按小学每生每年 80 元，用于加强校舍安全巡查、排查、鉴定和日常监测。 

年度目标： 
通过资金支出，定期对本校校舍进行安全巡查、排查、鉴定和日常监测，排除校舍安全隐患，全面提

高校舍安全水平。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排除校舍安全隐患，尽量满足老师和学生在学校正常的教学以及学习生活需求；提高学生和教职工对

我校教育教学及办公环境的满意程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不定期巡查次数 ≥10 次 不定期巡查次数 

消防检查次数 ≥2 次 消防检查次数 

*质量 

校舍巡查覆盖范围 100%覆盖 校舍巡查覆盖范围 

消防器材的配比达标 100% 消防器材的配比达标 

设备检查合格率 100% 设备检查合格率 

*时效 应急事件处置及时性 100%及时 应急事件处置及时性 

*成本 校舍安全检测控制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校舍安全检测控制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师生安全保障度 有效提升 师生安全保障度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95% 师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5285 项目名称： 特色教育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5.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5.00 

项目概况： 

锻炼学生的身体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凝聚师生的热情和团结的力量,体现我校的师生风采。按照科教兴

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的要求，优先发展教育，坚持育人为本，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强力推进教育国际化、多元化、均衡化、优质化、全民化、

信息化发展，加快建设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不断提高教育强市建设水平，

努力开创深圳经济特区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 

年度目标： 
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特色教育活动，有效且全面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深化学校特色教育改革，让学

生课外活动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学校特色活动，深化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打造学校品牌，体现我校师生风采，

从而提高学校知名度，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师生参加数 100% 师生参加数 

特色课程开展数量 >4 个   特色课程开展数量 

特色课程开展种类 ≥2 种 特色课程开展种类 

*质量 
特色项目课程好评率 95%以上 特色项目课程好评率 

特色教育效果和质量    ≥95%   特色教育效果和质量    

*时效 
项目开展时长 学期末结束 项目开展时长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成本 特色教育开展成本 ≤项目预算金额 特色教育开展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文化建设水平 得到提升 文化建设水平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0300003391 项目名称： 文体专项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03 专项资金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2.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4.00 

项目概况：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加强学生锻炼。 

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校园充满活力，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提高自信心，展现风采，同时提高他们的

身体素质。顺利开展并圆满完成相关活动。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贯彻落实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泛开展全名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精神；开展学

生健身活动，提高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为建设体育强国打好基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项目数量  1 项 项目数量  

*质量 
项目完成效率    100% 项目完成效率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有效提高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成本 项目成本 控制在预算内 项目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生竞技体育水平 有效提高 学生竞技体育水平 

学生身心健康 得到提升 学生身心健康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256 项目名称： 教育教学设备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497.79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165.93 

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中长期交易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发布实施，深圳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加大教育投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深圳教育事业优先优质

发展。 

年度目标： 
根据教学需求，以节约成本、避免浪费为基础，完成 2022 年教育教学设备购置，以保证教学过程，及

时更换不合格、老化的教学工具，保证学生良好的教学环境。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逐步改善学校教育教学设备采购计划，完善学校采购管理制度及流程；保障价格合理的同时，确保采

购的设备符合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设备采购 1 批 设备采购 

设备采购种类 ≥10 种 设备采购种类 

*质量 

设备替换合理性 合理 设备替换合理性 

采购合格率 100% 采购合格率 

采购设备使用率 100% 采购设备使用率 

*时效 

设备更新及时性 及时 设备更新及时性 

采购完成时间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 
采购完成时间 

*成本 设备购置成本 控制在预算金额以内 设备购置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校园硬件设施 得到提升 校园硬件设施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90% 师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2887 项目名称： 预算准备金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68.91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22.97 

项目概况：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各预算单位预留预算准备金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安排，用于

优化调整经费支出结构、临时突发及政策性增资等因素。根据教育局要求，2022 年预算备用金按教育

费附加项目经费的 5-10%提取。我校按照教育费附加项目经费的 5%提取预算备用金。 

年度目标： 
当预算和实际产生差异时，通过使用预算准备金来保障学校的工作正常运行，满足 2022 年临时性突发

资金需求。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结合每一年预算准备金的使用情况，提高预算准备金的使用率、完成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调剂次数 ≤2 次 调剂次数 

*质量 备用金使用完成效益 100% 备用金使用完成效益 

*时效 备用金使用及时性 及时 备用金使用及时性 

*成本 预算备用金使用金额 ≤预算金额实际数额 预算备用金使用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保障教育教学正常开展    正常   保障教育教学正常开展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以及家长满意度    ≥95%   学生以及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16 项目名称： 教育管理经费/教学教研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201.74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67.25 

项目概况： 

我校为了改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从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色进行的教育

教学研究。校本教研是基于校级教研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其基本特征是以校为本，强调围绕学校自身

遇到的问题开展研究。学校是教学研究的基地，教师是教学研究的主体，促进师生共同发展是教学研

究的直接目的。 

年度目标： 
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定期开展教研工作，通过实施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激发教师

工作积极性，优化教学环节；定期开展各项比赛和活动，活跃教学气氛，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教研活动，活跃教学氛围，提高教育教学效益，激发教师学习、研究和改革的积极性，整体

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课外活动、比赛开展数 10 场 课外活动、比赛开展数 

参与活动教师数量 127 人 参与活动教师数量 

*质量 
提升教师的课程研究水平 水平 提升 提升教师的课程研究水平 

教育及学习质量 良好 教育及学习质量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成本 项目开展成本 控制在预算内 项目开展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教学科研能力 得到提升 教学科研能力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师生满意度 100% 师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39 项目名称： 购买教育服务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933.6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644.53 

项目概况： 
根据《教育系统 2022 部门预算指引》编制，购买教育服务经费，由办公室负责推进项目的开展，财务

室负责审核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年度目标： 
通过资金支出，向合格的社会化主体购买所需的教育服务，保障学校教育相关工作正常开展，满足学

校教育教学需求，有效提升办学水平。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按照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和岗位需求，学校合理规划，确定每一学年购买服务教师需求数。按照学校非

在编教师管理方案进行管理，圆满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提供教育服务人员数量 30 人 提供教育服务人员数量 

*质量 教育服务考评合格率 ≥95% 教育服务考评合格率 

*时效 购买教育服务及时性 100%及时 购买教育服务及时性 

*成本 购买教育服务人员成本 不高于 12942 元/月/人 购买教育服务人员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有效提高 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家长、学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99 项目名称： 校园修缮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460.13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153.38 

项目概况： 

用于宿舍区设备设施维护、学校零星家具类购置、厨房日常维修整改、设备添置、用于学校绿化树木

的病虫害防治每年固定 8 次，加发现病虫害及时处理、学校日常零星维修、空调清洗、B 区 1 楼到 3

楼两侧木楼梯、节水器具维护、教室窗帘更新、大讲堂改造工程、设备（灯光 12 万、音响 10 万、规

费 2 万）、大讲堂座椅、美术室、电脑 3 室装修工程。 

年度目标： 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为师生提供更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更换和维修陈旧设施设备。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维护学校设施设备的正常功能、美化校园环境以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受

教育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项目数量 ≥5 项 项目数量 

校园设备零星修缮数量 ≥10 校园设备零星修缮数量 

*质量 设备维修验收合格率 100% 设备维修验收合格率 

*时效 修缮及时性 及时 修缮及时性 

*成本 维修成本 控制在预算以内 维修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校硬件设施 得到优化 学校硬件设施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老师及教师满意度 ≥95% 学生、老师及教师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963 项目名称： 教育活动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91.44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0.48 

项目概况： 
学校希望通过引进更多的课程，满足学生与家长的需求，完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更好地为社

区提供优质学位。 

年度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开阔学生的视野，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丰富学生的学习

和课余生活。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内涵，以培养良好的教风、校风和学风为目标。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增添学生课余生活的更多可能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结合互联网教学模式，开阔学生视野，为

学生提供接触更多知识的可能性，同时在开展该项目并保持高质量的同时，达到提升学校教学质量和

学校知名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项目活动开展次数    10 项目活动开展次数    

参与活动学生人次 ≥2000 人 参与活动学生人次 

*质量 
活动参与率    95%   活动参与率    

活动多样性 ≥8 种 活动多样性 

*时效 教育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教育活动开展及时性 

*成本 教育活动成本 控制在预算数以内 教育活动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生综合素养    得到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    

学校综合办学能力 得到提升 学校综合办学能力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对教育教学活动满

意度 
≥90% 学生及家长对教育教学活动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247 项目名称： 午餐午休管理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595.35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198.45 

项目概况： 
按照深府办规（2018）8 号文要求，增加午餐午休管理费预算项目，为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午餐和

经济、安全的午休服务。 

年度目标： 
为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午餐和经济、安全的午休服务，实现全部有需求的学生在校内午餐午休的目

标，减少学生外出就餐带来的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制定并完善学校午餐、午休管理制度，保证学生就餐秩序和饮食安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午休环境，

为学生的身体健康、安全提供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管理人员数量 ≥9 人 管理人员数量 

保障学生人数 2223 保障学生人数 

*质量 
服务学生覆盖率 ≥95% 服务学生覆盖率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次数 0 次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次数 

*时效 服务频率 每个工作日 服务频率 

*成本 管理人津贴发放标准 
每人每天发放 150 元津

贴 
管理人津贴发放标准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解决部门学生午托问题  得到解决 解决部门学生午托问题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家长满意度 ≥95% 学生、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304 项目名称： 教育管理事务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0.8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60 

项目概况： 
根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市教育局要求和部署，为推动广西德保城

关第一初级中学扶贫工作帮助其提高办学实力和水平。 

年度目标： 为与结对学校开展教育交流活动提供经费保障，帮助结对学校改善教学水平、提升办学实力。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教育管理事务有关项目的开展，加强对学校各方面的培养，提高学校综合办学实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结对学校  1 间 结对学校  

*质量 结对学校学生考试合格率    ≥50%   结对学校学生考试合格率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完成及时性    

*成本 项目开展成本 控制在预算内 项目开展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对口扶贫学校教学质量    得到提升   对口扶贫学校教学质量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对口扶贫学校全体师生    100%   对口扶贫学校全体师生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184 项目名称： 场馆开放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6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20.00 

项目概况： 

为加强深圳市学校体育设置（包括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管理，根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我

市群众性文化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管理议案决议》的精神，制定了《深圳市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管

理规定》，本项目主要用于各分校场馆开放产生相应的物资采购、零星修缮及服务支出 

年度目标： 
满足本校师生日常体育活动需求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尽可能为周边的社区人员提供安全、良好的

运动场地；保证设施和器材符合国家安全、卫生和质量标准的相关要求。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提高体育场馆设施的使用效益，满足社会需求，推动全民健康事业，为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做贡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开放场馆数量 1 个 开放场馆数量 

场馆开放天数 ＞100 天 场馆开放天数 

开放场馆接待人次 100 人/周 开放场馆接待人次 

*质量 

场馆开放巡查覆盖范围 100% 场馆开放巡查覆盖范围 

场馆故障处置完成率 100% 场馆故障处置完成率 

场地维护合格率    100%   场地维护合格率    

*时效 应急事件处置及时性 及时 应急事件处置及时性 

*成本 场馆维护控制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场馆维护控制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全民健身积极性 >90% 全民健身积极性 

响应政府号召、提供资源共享 有效响应 响应政府号召、提供资源共享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95% 保障范围的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051 项目名称： 校园活动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24.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8.00 

项目概况： 
不定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如英语节，音乐节，科技节，体育节等，提升学校文化气息，开放学生思

维和学习能力，向社会各界展示学生乐观积极、敢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年度目标： 
通过资金支出，不定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学生营造

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开展项目，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的兴趣、个性发展，增加学生除课本以外接触知识的途

径；争取打造学校特色品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校园文化活动数量 5 次 校园文化活动数量 

学生参加数     2223 人 学生参加数     

开展活动种类 ≥3 种 开展活动种类 

*质量 
校园活动验收合格率 100%合格 校园活动验收合格率 

校园活动参加率 >95% 校园活动参加率 

*时效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活动开展及时性 

*成本 活动开展实际支出金额 不超过预算金额 活动开展实际支出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学校综合办学能力 得到提升 学校综合办学能力 

学生综合素质 得到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95% 学生及家长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1107 项目名称： 师资培训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11.94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3.98 

项目概况： 用于校网通和组卷平台、老师继续教育培训。 

年度目标： 
通过师资培训项目，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外出学习等活动提高老师教育教学水平，满足教育教学需求，

保障教学教研工作的正常开展，提高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学水平的满意和认可。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依托以校为本的研训方式，实现让每位老师和谐发展的办学远愿景，形成一支

学识渊博、培养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教师培训人数    ≥100 人   教师培训人数    

*质量 培训考核合格率    ≥95%   培训考核合格率    

*时效 教师培训及时性    及时   教师培训及时性    

*成本 每位教师培训成本 ≥1000 元 每位教师培训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师资力量    得到提升   师资力量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教师满意度    100%   教师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10501500000277 项目名称： 学校特色经费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3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210.0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70.00 

项目概况： 
开展博物馆课程、传统文化特色等特色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思想文化水平；建设健康学校、健

康食堂，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保证其身心健康。各工作任务均为区教育局支持项目。 

年度目标： 
为学生举行多种特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促进学生兴趣、爱好、特长发展，开阔学

生的见识，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水平。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全面贯彻国家素质教育政策，推动我校教育教学工作更好地发展，打造本校的特色品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举办健康教育活动次数 ≥10 次 举办健康教育活动次数 

特色课程开展数量 ≥2 特色课程开展数量 

特色课程开展种类 ≥2 特色课程开展种类 

*质量 

特色项目课程好评率 95%以上 特色项目课程好评率 

学生参与率 100% 学生参与率 

特色课程评审合格率 合格 特色课程评审合格率 

*时效 
项目开展时长 学期末结束 项目开展时长 

开展活动及时性 及时 开展活动及时性 

*成本 开展项目成本 不超过预算金额 开展项目成本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全体学生校园生活 得到丰富 全体学生校园生活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学生及教师满意度 ≥95% 学生及教师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编码： 440305221121540701110 项目名称： 
下达 2021 年市本级统筹教育费附加 

资助项目经费预算 

申请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预算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本级） 

实施期限： 1 项目类型： 15 履职类项目 

是否新增项目： 否 分配方式： 因素法和项目法 

项目总金额（中

期规划，万元）： 
2.40 

本年度项目金额（万

元）： 
2.40 

项目概况： 此项目开展缔结资助工作，促进协调办学能力，提高区域办学教育教学水平。 

年度目标： 此项目开展缔结资助工作，促进协调办学能力，提高区域办学教育教学水平。 

长期目标（跨度

多年的项目需

填）： 

此项目开展缔结资助工作，促进协调办学能力，提高区域办学教育教学水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产出 

*数量 缔结资助学校数量 1 所 缔结资助学校数量 

*质量 资助项目合格率 >90% 资助项目合格率 

*时效 缔结资助及时性 及时 缔结资助及时性 

*成本 预算执行金额 <2.4 万 预算执行金额 

效益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缔结资助学校提升办学水平 有效提高 缔结资助学校提升办学水平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缔结学校师生满意度 ≥90% 缔结学校师生满意度 

其他满意

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