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

预算数

463.95

463.95

463.95

0

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200 415.41

17.5 48.54

0.3 5

4.5 8.52

0 4.32

0.7 1.7

0 4

12 22

0 3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目标

贯彻落实“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推动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持续深化，行业融合发展度进一步提升，体育社会

组织与社会力量合作平台更加稳固高效，各体育协会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工作更加规范，组织、指导

市属体育类社会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成效逐年提升，健身气功的政策和规定持续全面贯彻；市级体育设施发

展规划的组织实施更加扎实全面，市级体育设施的建设、改造维护和管理工作成效持续提升，指导县级市、区

体育设施建设工作持续有效开展。全面推进市属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年度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一中至六中全会精神，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方面：一是坚持党建统领，提升组织党建质量。系

统性的发挥我市体育社会组织临时党支部的功能作用，凝聚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合力，统一发展思想。二是贯彻

工作落实，促进行业融合发展。积极发挥体育总会三个专项委员会作用，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深入加强体

育社会组织县区联动互动，做好群众身边的组织建设。三是加强指导服务，促进体育组织高质量发展。完善以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为核心，重点工作督查为补充的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质量跟踪评价体系，争创3-5家4A级和1-2

家5A级体育社会组织。四是做好平台搭建，营造全民健身良好氛围。加强宣传渠道建设，搭建体育社会组织与

社会资源对接的合作平台，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做好赛事活动指导服务，完善大众体育联赛的标准化赛事质

量体系建设。在推动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一是推进体育设施布局规划（2017——2035）纳

入市总规工作；二是着力推进好市第二青少年业余体校新建、市网球和水上运动业余体校重建等市级项目；三

是着力加强对县级市、区体育设施建设工作的调研和指导。

二级指标

职工体检费

党团活动费

苏州市体育总会换届及常务委员会议

苏州市全民健身系列比赛及展示

体育社会组织骨干人员能力建设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开展健身气功管理和宣传推广

职工伙食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机构设置：机构规格为正科级，分类定性为公益一类，经费渠道为财政全额拨款。人员配置：使用事业编制14

名，领导职数为主任（正科）1名，副主任（副科）2名。岗位设置管理七级（正科）1名、管理八级（副科）2

名（含双肩挑1名）、管理九级（科员）6名、专技六级1名、专技八级2名、专技十一级1名、技师1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公共体育服务中心

单位

主要职能

(一)负责市级体育设施发展规划的组织实施.(二)负责市级体育设施的建设、改造、维护和管理。（三）指导县

级市、区体育设施建设工作。（四）负责苏州市体育总会的日常事务工作。（五）草拟全市体育类社会组织发

展规划，指导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工作。（六)组织\指导市属体育类社会组织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七)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健身气功的政策和规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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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国务院《全民

健身条例》和《苏州市

市民体育条例》在市体

育局的统一部署下，每

年组织体育协会、俱乐

部开展国家全民健身

日，苏州市全民健身节

系列比赛活动。围绕主

题举办100多项大型赛

事活动，有赛事分站赛

、选拔赛以及赛事、活

动评比。

苏州市全民健身

系列比赛及展示
	 观众人次 ≥400人次 ≥3000人次

履职

活动组织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根据《省体育局、省体

育总会关于印发《进一

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

市属体育社会组织骨干

队伍建设，提升市属体

育社会组织负责人等骨

干人员的专业素质、组

织能力和管理水平。

体育社会组织骨

干人员能力建设
举办活动场次 ＝0次 ＝1次

气功管理

按健身气功管理范畴和

普及推广要求， 有计

划、有步骤、有组织的

实施健身气功管理工

作，并根据市委“610

”办公室的布置，做好

宣传展示及各项协调工

作。规范健身气功场

所，净化健身气功的活

动环境，打击邪教，树

立正气，倡导科学健

身，构建和谐社会。

开展健身气功管

理和宣传推广
项目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根据《苏州市体育总会

章程》规定，会员代表

大会每届五年，因特殊

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

的，须由常委会表决通

过，报业务主管单位苏

州市体育局审查并经社

团登记管理机关苏州市

民政局批准同意，但延

期换届最长不超过1年

。常务委员会至少每半

年召开一次会议。

苏州市体育总会

换届及常务委员

会议

会议出勤率 ≥0% ≥90%

推动体育设施建设管理

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

一是推进体育设施布局

规划（2017——2035）

纳入市总规工作；二是

着力推进好市第二青少

年业余体校新建、市网

球和水上运动业余体校

重建等市级项目；三是

着力加强对县级市、区

体育设施建设工作的调

研和指导。

体育设施建设项目推进程度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推进全市体育类社会组织发展更为规

范
较显著 较显著

建设推进服务苏州体育事业发展的场

馆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履职

活动组织

规划指导

二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