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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
行的保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
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
善和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
定，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产出目标
(34分)

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
规定，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1）完成了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平台的建设。
（2）开设了“智慧眼”相关内容的国防教育，带领学生参观、体验。
（3）教育学生，让学生感悟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本策
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
（4）招收有兴趣、有需求的男生班学生组建实验班，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5）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并引领男生规划未来专业学习方向，提高
保卫祖国的本领。"

主要问题
因为该项目对专业性要求较高，在设计、制定预算、平台建设等方面缺乏经验，在我校高一高二年级中开设了相关课程，总体上家
长知晓率达不到90%。

改进措施 积累了相关经验，学校将建立长效机制，更好地进行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知晓度。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1）建设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平台。
（2）对全体学生、尤其是男生进行的国防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
本策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
（3）对有个性化需求的男生开展《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课程的系统学习，掌握雷达信号处理方法，能够进行多普图
成像的识别与操作，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必要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养。
（4）结合原有教室空间打造出一个集航天、航海、火箭发射、军模科模航模、雷达技术为一体的国防教育氛围的创新课程体验中
心。

项目年度目标：（1）完成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平台的建设。
（2）开展相关内容的国防教育，带领学生参观、体验。
（3）教育学生，让学生感悟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本策
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
（4）招收有兴趣、有需求的男生班学生组建实验班，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5）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并引领男生规划未来专业学习方向，提高
保卫祖国的本领。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50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500,0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创
新实验室（普通中小学创新实验室

建设与应用推进）
预算单位 上海市第八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教导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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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合计 100.00 91.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产出目标
(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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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购置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
行的保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
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
善和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
定，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产出目标
(34分)

购置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购置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
规定，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我们认真按照项目计划书执行，严格项目管理，建成了雷达天幕系统展示区，通过男生比较感兴趣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让学生认
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本策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普及国防知识和军
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同时，通过相关活动引领男生规划未来专业学习方向，提高保卫祖
国的本领。

主要问题 受疫情影响，项目执行比较晚，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及严格的验收制度。加强配套课程建设，提高效能和利用率。

改进措施 在后期的项目中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及验收管理制度。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1）建设与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平台相适应的走廊天幕展示区。
（2）对全体学生、尤其是男生进行的国防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
本策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 ，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 （3）对有
个性化需求的男生开展《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课程的系统学 习，掌握雷达信号处理方法，能够进行多普图成像的识
别与操作，提升学习兴趣，培 养必要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养。
（4）在走廊空间打造出一个集航天、航海、火箭发射、军模科模航模、雷达 技术为一体的国防教育氛围的创新课程体验展示区。

项目年度目标：（1）完成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平台的建设。
（2）开展相关内容的国防教育，带领学生参观、体验。
（3）教育学生，让学生感悟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科技知识在未来国防中的重 要地位，并以此为载体宣传我国国防的基本策
略，加强青年学生的国防法制观念。
（4）招收有兴趣、有需求的男生班学生组建实验班，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5）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引导男生爱国强国，增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 识。并引领男生规划未来专业学习方向，提高
保卫祖国的本领。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495,7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495,7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雷达信号处理与多普图成像识别创

新实验室（走廊天幕）
预算单位 上海市第八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教导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3—



5 5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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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5 5

合计 100.00 93.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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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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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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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
行的保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
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
善和有效，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
定，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产出目标
(34分)

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
规定，项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主要用于课程的开发、器材创新、外聘教师等的费用。项目管理中有计划进行，按时按质完成课程。课程开设
以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提高、在市、区级的各项比赛中都有优秀的成绩。

主要问题
项目预算编制进一步科学细化量化，优质课程数量需进一步提高，社会、家长的知晓率需逐年提升。学校场地的限制不能全面开展
项目、师资力量和经费还是有一定缺口。

改进措施
加强预算编制管理，严格管理筛选，提高优质课程数量。加强家校联系，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师资力量、需要场地的拓展建
设、加大经费投入。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坚持“健康第一。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通过专项化课程的途径，达成“学习专项技能，养成体育习惯，实现体质
健康，促进全面育人”发挥体育全面育人价值，促进黄浦区高中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项目年度目标：1、开展各级各类的培训活动，包括区域联动、暑期培训、校级联动。2、组织教师学习观摩活动，市、区级教学公
开课等观摩活动。3、积极开展课程的开发与应用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240,24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5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40,24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高中专项化课程开发建设 预算单位 上海市第八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体育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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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4

合计 100.00 93.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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