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2020 年度高职质量提升计划奖补资金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自评得分 60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2020年下达1320万元，2020年使用76.61万元，执行率5.8%。

2.完成的绩效目标。

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会 1次；购置仪器设备、操作模型

71 台套个；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 71 个；出版全国高职高专工业

互联网十四五规划教材 1套；组件工信部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

平测试工作站黄石分站 1个；成立职教集团、黄石市工业互联网

产教联盟 1个，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个数 3个已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修缮工程验收合格率、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购置仪

器设备合格率 100%。政府采购类项目成本、基本建设类项目成

本控制在当地平均水平。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留在本省就业比例

/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60%/90%。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对

在校师生的环境符合环境保护部门要求、满足师生健康要求。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科研实训室已建成，款项未支付；购置仪

器设备、操作模型台套目标值 407 台套个数未完成；新增实习实



训工位数 270 个未完成；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赛未完成；成

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未完成。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包括核实和评述上年度结果应用情况，列举本年度绩效

问题和原因。

1.电子大赛省赛设备和电子测量实训室升级项目 2020 年上

半年完成了调研和专家论证，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项目耽搁，疫

情缓解后，采购的实训设备市场发生了变化，部分产品有技术升

级，为了保证质量，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论证。

2.1+X 汽车运用与维系证书、新能源汽车技术证书项目受疫

情影响，未能及时建设考证机房和完成相关设备的采购；同时报

名参加考证的学生人数没有达到目标人数，故该项目未完成。

3.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1+X考核设备项目受疫情影响，未做

好前期相关论证的准备工作，导致后期资金下达后项目实施被

动，未能建设完成。

4.青果系统采购项目因疫情的原因，启动时间晚，另外教务

管理系统涉及到全校师生使用，是日常教学运行的重要保障，因

此需要较多的时间进行调研和论证、方案制定，确保方案完善。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

善等相关内容。

（1）电子大赛省赛设备和电子测量实训室升级项目拟依据



市场现状，进行充分论证，在 2021 年完成项目采购。

（2）1+X 汽车运用与维系证书、新能源汽车技术证书项目

计划于 5 月底完成 1+X 证书考证机房的建设工作及考证所需相

关设备的采购工作。

（3）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1+X考核设备项目将抓紧按照程

序进行加紧实施，完成项目招标采购、安装及调试。提前开展工

业机器人应用编程1+X证书培训动员以及培训计划制订与实施，

完成学生考证。

（4）将绩效目标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赛 1次取消；将

绩效目标成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调整为成立湖北省

中华职教社黄石工作委员会。

（5）新增人才引进项目，绩效目标为聘请和引进 5名行业

企业领军人才、大师名匠。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1）电子大赛省赛设备、电子测量实训室升级设备采购支

出安排 49 万元；

（2）1+X 汽车运用与维修证书、新能源汽车技术证书考核

设备采购等支出安排 67 万元；

（3）1+X 工业机器人证书考核设备采购支出安排 100 万元；

（4）青果系统购置及维护支出安排 50 万元；

（5）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支出安排 502 万元，截止到 2021

年 3 月份已支出 254 万元；



（6）5G 通信实训室建设支出安排 200 万元，截止到 2021

年 3 月份已支出 86.7 万元；

（7）高层次人才引进支出安排 352 万元。

附件：2020 年高职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附后）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由黄石工业互联网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北工程职业

学院工业互联网学院）建设、教室改造、教务系统升级 1+X 证

书、机床电气控制实训室及气动实训室建设和电子大赛省赛设备

升级及电子测量实训室升级等多个具体工作事项构成。年度绩效

目标如下：

（1）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科研实训室增加 38 万。

（2）协办中国（黄石）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一

次。

（3）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赛 1次。

（4）购置仪器设备、操作模型 407 台套个，实际完成 71 个。

（6）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 270 个，实际新增工位数 71 个。

（7）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统 3个。

（8）出版全国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十四五规划教材 1套。

（9）组建工信部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工作站黄石

分站 1个。



（10）成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 2个。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

分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延

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

项目金额总计 1320 万元，均为财政拨款，在 2020 年分两次

下达。

（1）建成黄石工业互联网产业技术研究院（湖北工程职业

学院工业互联网学院）591 万元；

（2）教室改造及教务系统升级 200 万元；

（3）高职 1+X 工业机器人证书考核设备、高职 1+X 汽车

运用与维修、新能源汽车技术证书项目建设、5G实训室建设 480

万元；

（4）电子大赛省赛设备、电子测量实训室升级 49 万元；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先由各二级学院及职能处室对各自负责的子项目进行自评，

计财处负责汇总审核整理后上报。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2020 年该项资金下达共计 1320 万，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共使用了 76.61 万元，执行率 5.8%。截止到 2021 年 3 月已使用

334.91 万元。

偏离客观原因：疫情原因，各项目进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和冲击。

主观原因：项目在制定前期未做好充分的调研、未考虑市场

变化带来的影响、未提前做好各项可行性分析及论证，绩效目标

设置不够具体，且存在资金等待项目的情况。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

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科研实训室增加 38 万，实训室建设项目

招标已完成，资金未支付。

②协办中国（黄石）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一次，

完成目标指标值。

③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赛 1次，未完成目标指标值。

④购置仪器设备、操作模型 407 台套个，实际完成 71 个，未

完成目标指标值。

⑤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 270 个，实际新增工位数 71 个，未完

成目标指标值。

⑥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统 3个，建成防疫健康信息上报统计

系统、学生报到手机端、网上问卷调查系统完成目标指标值。

⑦出版全国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十四五规划教材，已完成目

标指标值。

⑧组建工信部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工作站黄石分

站 1个，未完成目标指标值。



⑨成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 2个，未完成目标指标

值。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留在本省就业比例/职业院校毕业生

就业率≧60%/≧90%，完成指标值。

②大中专及中小学生职业培训体验≧200 人次，实际完成 100

人次，未完成目标指标值。

③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符合环

境保护部门要求、满足师生健康要求，完成目标指标值。

④长期建立起良好政校行企合作关系，完成目标指标值。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毕业生、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抽样满意度达到 90%，完成目

标指标值。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于后续相同专项资金项目，提高绩效目

标编制水平，同时避免后续资金使用时出现类似问题。

（五）其他佐证材料

无。



2020年度高职奖补资金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1.3.26

项目名称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

主管部门 鄂东职业教育集团 项目实施单位
湖北工程职业

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

资金总额
1320 76.61 5.8% 1.16

年度

绩效

目标 1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科研实

训室（万）
38 0

数量指标

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

赛、协办中国（黄石）第三

届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

会（万）

、参展黄石第三届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大会

2个（国家级）

承办全国性

工业互联网

大会 1 次

数量指标
购置仪器设备、操作模型

（台套个数）
407 71

数量指标 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个） 270 71

数量指标
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统个

数
3 3

数量指标
出版全国高职高专工业互

联网十四五规划教材
1 套系列教材 教材 1 套

数量指标

组建工信部青少年人工智

能技术水平测试工作站黄

石分站

1 个 1

数量指标

成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

产教联盟

组建形式：职教集团、黄石

市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全

国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专

业委员会

2 个 1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工程验

收合格率、购置仪器设备合

格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批复资金当年下达到学校

比率、批复项目按计划启动

率

100% 5%

成本指标
政府采购类项目成本、基本

建设类项目成本

控制在当地

平均水平

控制在当地

平均水平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留在

本省就业比例/职业院校毕

业生就业率

≧60%/≧90% 60%/90%

社会效益

指标

大中专及中小学生职业培

训体验
≧200 人次 100 人次

生态效益

指标

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

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

符合环境保

护部门要求、

满足师生健

康要求

符合环境保

护部门要

求、满足师

生健康要求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建立起良好政校行企合作

关系
长期 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毕业生、用人单位对职业院

校抽样满意度
≧90% 90%

……

总分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偏离客观原因：疫情原因，各项目进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

主观原因：项目未在制定前期做好充分的调研、未考虑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

未提前做好各项可行性分析及论证，绩效目标设置不够严谨，且存在资金计划

已下发但对应项目未确定的情况。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 设定项目专门领导小组，制定项目库，推进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尽早启动项

目论证、立项，避免因招标流程及意外原因造成项目不能当年完成。

2. 抓紧项目实施，加强项目建设进度跟踪和监控，项目实施完成后，尽快组织

项目验收和资金支付。

3. 加强对项目资料档案管理，将绩效评价结果实时公开应用。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

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定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

≤X，得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

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

50-0%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2020年该项资金下达共计1320万，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共使用了76.61万元，执行率5.
	偏离客观原因：疫情原因，各项目进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
	主观原因：项目在制定前期未做好充分的调研、未考虑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未提前做好各项可行性分析及论证，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①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科研实训室增加38万，
	②协办中国（黄石）第三届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③承办全国性工业互联网大赛1次，未完成目
	④购置仪器设备、操作模型407台套个，实
	⑤新增实习实训工位数270个，实际新增工
	⑥建设应用信息化系统统3个，建成防疫健康
	⑦出版全国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十四五规划教
	⑧组建工信部青少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测试工
	⑨成立高职高专工业互联网产教联盟2个，未
	①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留在本省就业比例/职
	②大中专及中小学生职业培训体验≧200人
	③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对在校师生的环
	④长期建立起良好政校行企合作关系，完成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