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网球和水上运动业余体校

单位

主要职能

1、贯彻国家、省、市有关体育行业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拟订和实施苏州市网球和水上运动项目省运
会周期备战计划。
2、负责苏州市网球和水上运动项目的日常训练管理，提高竞技水平，代表苏州市参加江苏省和其他省
级以上体育比赛，创造优异成绩，为苏州市争取荣誉，并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优秀的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
3、利用学校师资力量和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为网球和水上运动项目爱好者提供公益性指导和培
训服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根据单位职能及实际工作需要，内设四个科室，分别为：办公室、训练科、后勤科、财务科。
岗根据市编办核定，本单位使用人员编制11名，管理岗位5个，专业技术岗位6个，单位设置以专业技术
岗位为主体，其比例占单位岗位总量的55%，管理岗位占45%；不设工勤岗位。分布情况：办公室2个管
理岗；训练科6个专技岗；后勤科2个管理岗；财务科1个管理岗。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797.41

财政拨款

小计 797.4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97.41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162.34 324.67

项目支出 227.77 472.74

运动员服装费 1 10.72

专项器材费 20 40

燃料费 2 5

专用材料费 2 5

物业管理费 38.25 76.5

体育训练费 20 47.39

伙食经费 4.14 8.28

专项维修维护费 3 3

专项业务用水用电用气 5 10

租赁费 58.22 116.45

运动员伙食费 73.66 147.32

党团活动经费 0.5 1.1

体检费 0 1.98

中长期目标

1 确保体育训练质量。运用科学化的训练手段提升训练水平，并通过各类比赛进一步提高专项技能。
2 完成省赛输送任务。提高队伍的整体实力，确保完成省赛目标。以省运会周期为目标完成运动员输送
任务。
3 助力社会体育发展。助力代管项目完成省运会注册及省锦标赛的参赛工作。
4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真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相关工作。

年度目标

1、在苏州市体育局机关党委的带领下，全力做好第20届省运会备战参赛的准备工作。 
2、坚持“三会一课”，完成智慧党建每月内容；组织全校职工持续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3、持续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真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相关工作。认真完成党费缴纳、党员
进社区、党员关爱基金、蓝天一日捐等常规党务工作。
4、全面部署持续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组织实施“行动支部”专项提升计划，建
立“支部清单管理”，实现“一支部一清单”。开展以支部建设为重点的“党建体检”，推动各支部向
问题聚焦、把短板补齐。 
5、积极配合做好校址重建及项目招标等对接工作。
6、完成运动队各项目组年度省比赛参赛任务。做好参赛各项准备和预算，赛后及时总结。
7、继续加强反兴奋剂宣传和教育，做好纯洁体育APP的学习。
8、加强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做到防控意识、防控措施常态化。
9、进一步提高为运动队服务的意识，加强与教练员的沟通，及时了解运动队在训练、学习、生活上的
需求。
10、重点做好2022年部门预算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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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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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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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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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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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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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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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职

青少年省运会备战

任务

以培养和输送为主
要目标，以完成省

运会任务奠定基

础，为备战省运会

做好全面准备

运动员服装费,燃

料费,体育训练费,

专用材料费

 支付进度符合率 ≥95% ≥95%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青少年日常训练管

理

向训练管理要训练

质量，向训练质量
要训练成绩，不断

提升体校核心竞争

力。更好地备战第 

20 届省运会 13 
块金牌任务

专项维修维护费,

运动员伙食费,物

业管理费

政府采购执行率 ≥50% ≥100%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网球和水上运动公

益性指导

网水体校持续扶持

社会体育服务内容

。继续利用自身专

业优势协办金鸡湖
端午龙舟1 年苏州

市网球联赛。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注册青少年运动员数 ≥110人 ≥110人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运动员训练管理制度建立建全 完善 完善

伙食费管理制度建立建全 完善 完善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