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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青少年宫公共设施设备维护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武汉市青少年宫是全市青少年重要的活动阵地，市民重

要的文化健身场所，常年有大量青少年和市民在园区内开展

素质教育、文化交流、体育健身、休闲锻炼等活动，为确保

全市青少年和广大市民有一个安全、舒适的活动场所，需及

时对场地场馆、公共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维修。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三合院设施维修、台北路围墙维修、前区停

车场维修翻新、运动场配套设施维修、园区道路维修、公共

设施水电等维修、空调维保维修等。 

质量指标：工程质量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时效指标：按进度进行施工，按期完工。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满足广大青少年和市民使用需求。 

环境效益指标：文明施工，保护环境。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广大青少年和市

民。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事前

经过了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程序，项

目建设符合青少年发展需求和市民需要。项目经费开支严格

执行相关财经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情况  

青少年宫公共设施设备维护费项目年初预算资金安排

140 万元，调整预算数 123.03 万元。实际支出 123.03 万元。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按绩效目标要求基本完成数量、质量、时效等指标。全

园区重大主水管爆管维修 14次，对全宫空调进行维修 60次。

三合院安装空调 9台，铺装地板 280平米；台北路围墙维修，

更换金属栏杆网片 45 档，重建开裂支撑砖 4个，粉刷墙面

320 平米；前区停车场维修翻新，修复了原植草砖停车区域

不平整地面，进行了停车分割线铺装，并拓展停车区域，新

增 11 个停车位；运动场配套设施维修工作，对看台雨阳棚

进行了钢结构加固、油漆翻新，更换阳光板 360平米；同时

对看台地面进行了防滑材料涂刷 741 平米，底层管理用房外

墙面平整修复翻新 581平米，门窗重新制作安装更新，内墙

面涂料翻新 500平米；园区道路维修，完成道路沥青混凝土

路面维修 108次；完成足球场、翻滚坡公厕的维修收尾工作。 

2.效果目标 

从社会效益方面看，宫园区免费开放，园区内设置了便

民设施，得到了广大市民、青少年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从环境效益方面看，我单位文明施工，无安全及环境污

染隐患。 

从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看，有效发挥了市青少年宫的社

会公益性和服务功能，基本满足广大市民、青少年的需求。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我单位 2018 年青少年宫公共设施设备维护费项目绩效

目标设定具有科学性、明确性,资金使用较合规,项目的实施

保障了我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改善了培训、活动场馆条

件，为广大青少年、市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我市文

化事业的全面均衡发展，社会公众、来访嘉宾、广大青少年

对我单位履行职责的满意程度较高。根据所选取的各项指标

已设定的权重和实际得分，考评综合得分为：83.50 分。参

照湖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考评计分结果级别评定对照表，

项目执行等级评价为良。 

(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管理制度有待健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有

待进一步提高，存在部分项目未严格管理和考核的情况。 

改进措施： 

1.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观念，重视预算绩效目标编

制，科学编制项目预算和预算绩效目标，确保部门预算充分

使用，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 

2.进一步细化项目资金管理，结合单位实际和业务特点



制定出台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制定项目验收机制并与绩

效目标相对应，严格把控项目进程。 

 

 

 

 

 

 

 

 

 

 

 

 

 

 

 

 

 

 

 

 

 

 



项目名称：  青少年公益活动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武汉市青少年宫是全市开展青少年思想教育活动的重

要阵地，为了充分体现市青少年宫的公益性，发挥青少年教

育活动阵地优势，精心策划、组织开展适合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各类公益活动。2018 年青少年

公益活动主要包括：爱心课堂活动，春、暑、秋季学科公益

展示活动，学科体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暑期公益夏

令营活动等。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1.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拟开展 500人次小型活动 70场，1000 人次

中型活动 20 场、3000人次大型活动 10 场。 

时效指标：公益活动分寒假、春季、暑期、秋季四期完

成。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提升青少年艺术和文化修养，提高综合

素质。 

环境效益指标：营造良好的青少年成长氛围，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 

可持续影响指标：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综

合素质。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参与者好评度高。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事前

经过了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等程序，项目建设符合

工作重点。项目经费开支严格执行相关财经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情况  

青少年公益活动费项目年初预算财政资金安排 100万元，

往来资金 50 万元；财政资金调整预算数 93.07万元。实际

支出 93.07万元。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组织了各类文艺演出 78场，开展了 21次教研交流活动，

开展美术类、体育类、文艺类、科技类体验、展示活动 10

余次，组织策划“逐梦前行 拥抱新时代”全市青少年展示

展演系列公益活动、“六一”系列公益活动、“逐梦新时代 携

手军运会”全市青少年展示展演系列公益活动。 

2.效果目标 

（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系列大型公益活动。结合

新形势、新要求，创新工作思路，精心组织策划“逐梦前行 

拥抱新时代”全市青少年展示展演系列公益活动、“六一”

系列公益活动、“逐梦新时代 携手军运会”全市青少年展示

展演系列公益活动，增加活动亮点。为普及军运会知识，提



升青少年的主人翁责任感，让青少年树立起东道主的意识，

成功举办“争当小小东道主，文明有礼绘军运"少年儿童书

画大赛活动和“迎接军运会，我是小小东道主”学科公益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学员和家长的高度认可。成功组

织了各类文艺演出 78 场，其中社会演出 59场，公益演出 19

场。 

（2）持续推进爱心课堂建设。自 2011年开始，我宫美

术教研部与江岸区辅读学校联合开展了面向自闭症和唐氏

儿童的美术爱心课堂活动，多年来，我宫积极支持相关教学

部门和爱心志愿者切实落实好教学活动，拓展教学教训课程

内容，至 2018 年，陆续开设有舞蹈、声乐、绘画、架子鼓、

钢琴、乒乓球等课程，每周为自闭症和唐氏儿童免费提供艺

术体育方面的培训，受到学员和家长欢迎，同时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3）大力开展教科研活动。积极开展各类青少年素质

培训活动，组织策划机器人舞蹈系列活动、科技学员打造军

运会微观模型、六一优秀科技作品展等各类科技活动。举办

武汉市第 48 届“友谊杯”乒乓球比赛和武汉市第三届“六

一”杯武术比赛，获得圆满成功。组织学员参加第十四届青

少年创造力大赛、第二十三届 FIRA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公开

赛、第 33 届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大赛及 2018 年全国小学生

英语竞赛、2018年湖北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2018 年

湖北省“协会杯”青少年乒乓球比赛等各类比赛，荣获了多

项奖项。组织书法学员参加第 34届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高



野山书法比赛获高野山书道协会奖。承办第 33 届“马良杯”

少儿书画比赛预选赛。加强教研工作，全年开展了 21 次教

研交流活动，加强班级优化整合。结合实际做好教材编制，

改版英语教材，编绘了《儿童画初级上册》、《素描初级上册》

等教材。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我单位 2018 年青少年公益活动费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具

有科学性、明确性,资金使用较合规,项目的实施丰富了青少

年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青少年成长

氛围，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根据

所选取的各项指标已设定的权重和实际得分，考评综合得分

为：91分。参照湖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考评计分结果级别

评定对照表，项目执行等级评价为优。 

(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项目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

制度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有待改善、提

高。 

改进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观念，重视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科学编制

项目预算和预算绩效目标，提高项目的资金使用率，进一步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在日常预算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的审



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名称：设备购置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武汉市青少年宫是全市开展青少年素质教育活动的重

要阵地，由于设备设施使用率高、部分设备年限较长，需逐

年升级培训活动硬件，改善培训活动环境，丰富教学活动形

式，提高培训活动质量。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绩效指标) 

1.产出目标 

质量指标：在规定的范围内采购性价比最高质量最优的

设备。 

时效指标：按工作计划的时间要求完成办公、教学设备

的采购，升级。 

2.效果目标 

环境效益指标：通过改善环境，升级设备，营造良好的

青少年成长氛围，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通过改善环境，升级

设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员参加培训活动效率。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事前

经过了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等程序，项目建设符合



工作重点。项目经费开支严格执行相关财经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情况 

设备购置项目，年初预算财政资金安排 201万元，往来

资金 102 万元；财政资金调整预算数 118.57 万元，实际支

出 118.57万元。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按照工作需求购置升级了功能教室相关专用设备、触控

一体机、多功能教室灯光音响、教室空调、教室地板、教学

乐器等设备。 

2.效果目标 

设备购置项目有效改善我宫办学办公条件，更好地适应

新形势下校外教育活动场馆硬件需要。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我单位 2018年设备购置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具有科学性、

明确性,资金使用合规,项目的实施保障了我单位各项工作

正常运转，改善了培训、活动场馆条件，为广大市民、青少

年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我市文化事业的全面均衡发展，

社会公众、来访嘉宾、广大青少年对我单位履行职责的满意

程度较高。根据所选取的各项指标已设定的权重和实际得分，

考评综合得分为：83.50分。参照湖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考评计分结果级别评定对照表，项目执行等级评价为良。 

(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管理制度有待健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有

待进一步提高。 

改进措施： 

1.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观念，重视预算绩效目标编

制，科学编制项目预算和预算绩效目标，确保部门预算充分

使用，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率。 

2.进一步细化项目资金管理，结合单位实际和业务特点

制定出台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制定项目验收机制并与绩

效目标相对应，严格把控项目进程。 

 

 

 

 

 

 

 

 

 

 

 

 

 

 

 



项目名称：培训支出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武汉市青少年宫是全市青少年校外教育的重要阵地，为

了给广大青少年提供更高质量的培训教育环境，为确保我单

位培训、活动工作顺利有序的开展，需聘用教师、专业人员。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绩效指标) 

1.产出目标 

质量指标：分别开展美术、文艺、科技文化、体育四大

类培训活动。 

时效指标：培训、公益活动分寒假、春季、暑期、秋季

四期完成。 

2.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指标：提升青少年艺术和文化修养，提高综合

素质。 

可持续影响指标：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综

合素质。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参与者好评度高。 

二、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 

1.业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事前

经过了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等程序，项目建设符合



工作重点。项目经费开支严格执行相关财经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情况  

培训支出项目年初预算安排 1086.44 万元，均为往来资

金。实际支出 808.03 万元。差异原因：①该项目预算资金

包含的人事代理制人员奖励经费，2018 年未足额发放②社会

保障缴费基数未按照全口径核算缴费基数，实际缴费基数偏

低，与预算有差异。 

(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1.产出目标 

开展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各类培训 1200余班次，参

与素质培训活动学员人数 35000余人次。 

2.效果目标 

提升青少年艺术和文化修养；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提

高培训学员综合素质。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和综合技能，推

动我市素质教育发展；培养青少年竞赛种子选手，在全国青

少年竞赛中，获得良好成绩，架起我市青少年与国内、国外

青少年互动交流的桥梁，为武汉发展、跨越发展培养更多的

后备人才。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科普活动，提高未成

年人的科学素质，培养未成年人的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动手制作能力、创新性思维、团队合作精神。 

三、自评结论 

(一)自评结论 

我单位 2018年培训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具有科学性、

明确性,资金使用较合规,项目的实施丰富了青少年文化生



活，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为广大青少年宫提供了专业优质

的培训服务，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根据所选取的各项指标已设定的权重和实际得分，考评综合

得分为：88 分。参照湖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考评计分结果

级别评定对照表，项目执行等级评价为良。 

(二)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项目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

制度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有待改善、提

高。 

改进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观念，重视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科学编制

项目预算和预算绩效目标，提高项目的资金使用率，进一步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在日常预算管理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的审

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3、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应密切配合。部门之间积极沟

通，对项目实施的支出进度及时告知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提

前报足用款计划，保证支出所需资金及时到位，各部门协同

配合，共同推进预算执行进度。  

  4、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定期参加继续教育，提高业

务水平，切实提高本单位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