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2020 年度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85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年初预算数 2918.98 万元，全年执行数 1937.07 万元，

执行率 66.36%。

2. 完成的绩效目标。

（1）完成 2 个重点实训室建设；

（2）建设教诊改平台 1 个；

（3）建立和维护联合培养专业 1 个；

（4）全面建成先进的新一代校园网，校园网对全校建

筑的覆盖率保持 100%；

（5）在校生总规模力争突破 7000 人；

（6）招生人数突破 3800 人；

（7）毕业生就业率达 95%；

（8）学生管理信息化软件 1 套；

（9）新增专业 1 个；



（10）建设在线开发课程和网络课程平台；

（11）电气自动化专业建设 4 门精品课程；

（12）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工程验收合格率达 100%；

（13）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

（14）新生一年内辍学率小于 1%；

（15）输出职业技能人才高职毕业生 2000 名；

（16）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符合环境保护部门要

求；

（17）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满足师生健康要求；

（18）数字校园扩展多平台手机应用，实行一卡通全覆

盖；

（19）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企业人员到学校兼职任教

的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

（20）毕业生对职业院校抽样满意度达 95%；

（21）科研项目成果目标值 35 件。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1）参加各类培训目标值 30 人次，实际完成 20 人次；

（2）引进一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目标值 15 名，实际

完成 1 名；

（3）毕业生留黄石市就业率目标值 35%，实际为 33.02%；

（4）完成各类社会培训人次目标值 35000 人次，实际

为 526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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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0 年疫情防控要求和疫情影响，学校严格

控制外出培训人数，故培训绩效目标未达成；

（2）引进一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目标值未达成，主

要原因受疫情影响，校内各项工作开展普遍延迟，故未能在

预期时间范围内完成；

（3）毕业生留黄就业率目标设置未充分考虑黄石市就

业环境具体情况，且受疫情影响，目标值未完成。

（4）各类社会培训人次绩效目标主要受疫情防控要求

限制，未能完成相应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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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可将该项目细分且将相应的绩

效目标与相关部门严格对应，便于项目绩效的管理，从而提

高资金使用的效益性。

（2）加强项目的计划、执行、控制、评价，为以后制

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积累经验，从而高效达成绩效目

标。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为本年预算内容重要构成部分，为弥补生均支出经费不

足而设立该项目。

附件：2020 年度职业教育专项项目自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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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弥补生均支出经费不足，特设立该项目保证必要的教

学支出。

（1）完成 2 个重点实训室建设；

（2）建设教诊改平台 1 个；

（3）建立和维护联合培养专业 1 个；

（4）全面建成先进的新一代校园网，校园网对全校建

筑的覆盖率保持 100%；

（5）在校生总规模力争突破 7000 人；

（6）招生人数突破 3800 人；

（7）毕业生就业率达 95%；

（8）学生管理信息化软件 1 套；

（9）新增专业 1 个；

（10）建设在线开发课程和网络课程平台；

（11）电气自动化专业建设 4 门精品课程；

（12）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工程验收合格率达 100%；

（13）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



（14）新生一年内辍学率小于 1%；

（15）输出职业技能人才高职毕业生 2000 名；

（16）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符合环境保护部门要

求；

（17）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满足师生健康要求；

（18）数字校园扩展多平台手机应用，实行一卡通全覆

盖；

（19）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企业人员到学校兼职任教

的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

（20）毕业生对职业院校抽样满意度达 95%；

（21）参加各类培训目标值 30 人次；

（22）科研项目成果目标值 35 件；

（23）引进一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目标值 15 名；

（24）毕业生留黄石市就业率目标值 35%；

（25）完成各类社会培训人次目标值 35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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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资金总额为 2918.98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600 万

元，一般预算外资金 1083.98 万元，预算外往来资金 40 万

元。分配方式如下：

（1）各部门报刊杂志征订、教务试卷资料复印邮寄等



费用 40 万元；

（2）团委组织各类学生活动用奖牌证书、纸笔等费用

20 万元；

（3）中高职学生信息采集相关费用 10 万元；

（4）招生宣传差旅费 105 万元；

（5）实训室耗水电费 17.66 万元；

（6）社会培训专家劳务费 26 万元、军训教官及征兵工

作劳务费 38 万元、招生宣传劳务费 285 万元、基建各类维

修及绿化整修劳务费 70 万元；

（7）名师工作室及各类教学活动评审活动聘请专家劳

务费 71.34 万元；

（8）教师国培省培及各类专业技术培训费用 66.3 万元；

（9）监控维保及消防维护 10 万元、机房及各类实训室

设备维护 100 万元、校园电力、水暖、木工及房屋场地维护

费用 360.3 万元；

（10）人事招考费用 15 万元、成教上交主考学校费用

10 万元、各类财务审计第三方调查报告专著发展等费用

135.31 万元、各二级学院合作办学费用 467 万元；

（11）团委活动印刷、教务印刷及其他各处室印刷宣传

费用 83.88 万元；

（12）各类社会培训及特种作业培训专用耗材 57 万元、

教学专用耗材 153.63 万元；



（13）职业教育各类媒体及报纸宣传费用 71 万元；

（14）招生媒体及报纸宣传费用 37 万元；

（15）科研经费力争形成专利成果35件，专利经费57.85

万元；

（16）宣传部校园文化活动 23 万元、学工团委各类学

生活动道具舞台音响设备摄影等费用 35 万；

（17）联合培养和校友办及各类协会年费 48.15 万元；

（18）电工作业电气试验、电力电缆实操基地及技能大

赛设备购置 60 万元；

（19）特种作业标准化考场建设设备购置 5 万元；

（20）护理专业实训室建设设备购置 60 万元；

（21）信息中心校园网建设项目专业设备及软件购置 15

万元；

（22）以往年度各类大型教学仪器设备及实训室项目建

设质保金 53.31 万元（列设备购置费）；

（23）各类办公家具、空调及电脑设备购置 115.25 万

元；

（24）各类工程尾款、实训室项目建设质保金 200 万元；

（25）学生管理信息化建设软件购买 2 万元。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部门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计财处会同各相关部门，收集有关资料，对照年初绩效



目标申报表进行绩效评价。目前绩效评价工作已经完成。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年初预算数 2918.98 万元，全年执行数 1937.07 万元。

因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年度工作任务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

受疫情影响，项目预算未能执行完毕。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完成 2 个重点实训室建设；

建设教诊改平台 1 个；

建立和维护联合培养专业 1 个；

全面建成先进的新一代校园网，校园网对全校建筑

的覆盖率保持 100%；

在校生总规模力争达 7258 人；

招生人数突破 3800 人；

毕业生就业率达 95%；

学生管理信息化软件 1 套；

新增专业 1 个；

建设在线开发课程和网络课程平台；

电气自动化专业建设 4 门精品课程；

输出职业技能人才高职毕业生 2000 名。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工程验收合格率达 100%；

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

新生一年内辍学率小于 1%；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影响符合环境保护部门要求；

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满足师生健康要求；

数字校园扩展多平台手机应用，实行一卡通全覆

盖；

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企业人员到学校兼职任教的

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

毕业生对职业院校抽样满意度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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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高绩效目标编制水

平，同时避免后续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类似问题。

（五）其他佐证材料

无。



附件 2

2020 年度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1.5

项目名称 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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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专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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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98 1937.07 66.36%

年度

绩效

目标 1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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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重点实训室建设 2 个实训室 2个

数量指标 参加各类培训 30 人次 20 人次

数量指标 科研项目成果 35 件 35 件

数量指标 完成教诊改平台建设
1 个教诊改平

台
1个

数量指标 建立和维护联合培养专业 1 个 1个

数量指标 在校生总规模 7000 人 7000 人 7258 人

数量指标 招生人数达 3500 人 3500 人 3800 人

数量指标 毕业生就业率 95% 95%

数量指标 学生管理信息化软件 1 套 1套

数量指标 新增专业 1 个 1个

数量指标
建设在线开发课程和网络

课程平台
2 个 2个

数量指标
引进一批中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
15 名 1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工程验

收合格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购置仪器设备合格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新生一年内辍学率 1% 1%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输出职业技能人才：高职毕

业生 2000 名
2000 名 2000 名

社会效益 毕业生留黄就业率 35% 33.02%

社会效益
完成各类社会培训共

35000 人次
35000 人次 5000 人次

环境效益
学校及周边环境符合环境

保护部门要求
是 是

环境效益
对在校师生的环境影响满

足师生健康要求
是 是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毕业生对职业院校抽样满

意度
95% 95%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抽样

满意度
95% 95%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偏差原因：

1、受疫情影响，教师外出培训工作暂缓推行，未能完成相应培训；

2、受疫情影响，完成各类社会培训共 35000 人次的目标进度缓慢，未能完成年

初目标；

3、引进一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目标值未达成，主要原因：受疫情影响，人才

引进、合作等洽谈事宜暂停或延迟，无法在预期时间范围内完成预算目标。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在确保教师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加大推进教师培训工作力度；

2、在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加大各类社会培训工作的推行力度；

3、对中高级层次人才引进采取灵活的聘用、合作形式，根据引进方式的不同，

科学合理地编制相关预算，更有利于目标的达成，和资金的使用；

4、加强项目的计划、执行、控制、评价，为以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

积累经验，从而高效达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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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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