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省级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项目完成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617-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8,331.51 7,050.84 1,280.67 

617901-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8,331.51 7,050.84 1,280.67 

  信息化建设 673.60 600.00 73.60 

 根据国家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智慧校园总体框架

》，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
IPV6部署行动计划等相关法规政策，

为提升学院信息化水平，推动智慧校
园建设，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持
续改进学院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更

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地方经济建设。

采购物品数量

四六级耳机600个、硬盘4个、

计价软件1套、高校采购与资
产管理服务平台1套、计量软

件1套、双机热备服务器系统1
套、WEB和存储服务器40TB1台 

、监控系统1套

对教学及管理的促进作用
提升学院教学及管理水平
和服务能力，为学院可持

续发展提供支持

教生满意度 95%以上

云桌面改造点位数 360个

预计使用年限 6-8年

改造机房线路数 10间

系统改造升级项目数 10个

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效 2021年12月

预算成本 673.6万元

  学生资助经费 801.00 801.00 0.00 

依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

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川财规【2020】2号），严
格按国家资助政策评选，按时足额发

放到学生。

国家奖金人数 219人 激励学生作用 显著

学生满意度 5%以上

国家助学金人数 2230人

符合资助条件资助率 100%

励志奖学金人数 7人

评选过程 公平公正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教学设施设备及场地维修改造 1,653.44 1,488.00 165.44 

改造更新食堂一楼消防管网改造、

A\B\C栋附楼办公室翻新（换木门） 
、本科楼寝室电控（一卡通）改造 、

倪家桥小区监控系统改造 、体育馆地
板维护保养及教学楼C栋屋面防水 、

学生公寓”6改8“ 、停车场建设 、
体育馆二层平台翻新改造（含动动场

主席台房间） 。
包括办公桌15张、办公椅20把、储物

柜14个、文件柜11个、两节文件柜1个
、书柜4个、三人沙发3组、茶几2个。

打印设备、扫描、LED显示屏、音响一
套、中央空调1套等办公设施设备。应
急设备一批。

修缮改造项目数 12项 维修成本降低率
降低维修成本90%，降低

能耗5%
学生满意度 95%以上

寝室电控改造 34间

节能减排
采购的设施设备能耗指标

3级以上
教师满意度 80%以上

修缮房屋面积 1750平方米

管网改造 300米

形体房改造 1间

改造教师休息室间数 7间

翻新办公室间数 2400平方米

改造学生公寓间数 70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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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级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项目完成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教学设施设备及场地维修改造 1,653.44 1,488.00 165.44 

改造更新食堂一楼消防管网改造、

A\B\C栋附楼办公室翻新（换木门） 
、本科楼寝室电控（一卡通）改造 、

倪家桥小区监控系统改造 、体育馆地
板维护保养及教学楼C栋屋面防水 、

学生公寓”6改8“ 、停车场建设 、
体育馆二层平台翻新改造（含动动场

主席台房间） 。
包括办公桌15张、办公椅20把、储物

柜14个、文件柜11个、两节文件柜1个
、书柜4个、三人沙发3组、茶几2个。

打印设备、扫描、LED显示屏、音响一
套、中央空调1套等办公设施设备。应
急设备一批。

监控系统改造点位数 10个 节能减排
采购的设施设备能耗指标

3级以上
教师满意度 80%以上

采购设备数量

扫描仪1台，除湿机1台，LED

显示屏、音响一套、中央空调
1套，一体机1台、办公家具1

批、其他零星设备1批

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预算成本 1653.44万元

  教育教学科研质量提升 2,419.88 1,681.70 738.18 

为进一步提升学院办学质量，突出特

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
强，增值课程建设质量，加快推进学

院教学质量提升，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经济发展，向社会输送高质量技术技

能人才。2021年重点从师资建设、教
学改革、思政建设、创新创业、科研

能力提升、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图
书资源、文化建设、产教融合等方面
提升学院办学水平。落实双师型教师

队伍培养目标，名师及名师工作室培
育目标，教职工能力提升目标、教师

手册制作目标等，确保对标双高和对
标本科建设目标顺利实施。

引进人才数 4人 科研成果转化收入 60万元 教师满意度 90%以上

建设双师型教师实习实训基地 5个 培训收入增长 >50% 学生满意度 90%以上

组织培训次数 9次 提升文化氛围作用 显著

社会满意度 90%以上

学科专业建设数 8个 对提升教学质量作用 显著

采购教学软件数 9套 提升学院美誉度 有效提升

教学资源库建设数 4项 对校园环境影响 有一定改善

课程建设数 5门

教学质量影响 长期

采购图书数 3.2万册

文化建设项目 2项

思政项目 2项

科研工作项目 5项

社会服务项目 1项

科研课题 9项

核心期刊论文 10个

采购物品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

预算成本 2419.88万元

  基本建设项目 1,500.00 1,196.55 303.45 

一、建设图书馆中庭钢结构玻璃屋顶
。根据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建设方案和

图书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完善图书
馆馆舍空间条件。

二、完成校园二期建设工程结算。
三、完成智能财经大数据创新中心项
目前期事项，及时开工建设。

四、国家会计学院成都基地前期筹备

建设钢结构玻璃屋顶面积 约700平方米 扩大招生规模 在校生达8000人

师生满意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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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级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年度目标

绩效指标

项目完成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建设项目 1,500.00 1,196.55 303.45 

一、建设图书馆中庭钢结构玻璃屋顶

。根据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建设方案和
图书馆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完善图书

馆馆舍空间条件。
二、完成校园二期建设工程结算。

三、完成智能财经大数据创新中心项
目前期事项，及时开工建设。

四、国家会计学院成都基地前期筹备

工程结算项目数 1项 完善教学设备 明显改善

师生满意度 90%以上

推进基建工程启动项目数 2项 学生阅读场所情况 进一步改善

验收合格率 100% 提升空间效果 明显

按期完成率 100%

持续使用期 长期新建主体工程进度 50%

年度预算支付 1500万元

上年结转_教学研究及质量提升 119.81 119.81 0
完成采购大数据商务分析应用系统

（含企业真实案例数据库包）1套，推

进大数据创新创业实训室建设

采购实训系统 1套
提升学生实训能力 发挥一定促进作用

学生满意度 80%以上
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对提升教学质量作用 有较好的提升作用

预算成本控制 119.81万元

上年结转_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124.45 124.45 0

完成立项建设（含优化）在线开放课
程、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创新创业示

范课程等合计20门。完成软件开发，
结合专业群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定制

化开发，包含舆情分析、特殊事件模
拟、用户画像、追踪分析、分析报告

等情景模拟仿真实训。

完成软件开发 1套
改善教学条件 有改善学生实训条件

学生满意度 80%以上

完成课程建设 20门

验收通过率 100%

提升学校办学条件 有一定提升作用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预算成本控制 124.45万元

上年结转_校园建设及改造及改造 509.33 509.33 0
完成全新打造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体验

中心

文化建设项目个数 4个
对提升学院社会影响作用 涵养学生精神，增强学校

文化建设的对外影响力

师生综合满意度 80%以上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对提升学校文化氛围作用 能发挥长期作用

预算成本控制 509.33万元

上年结转-校园信息化建设 530 530 0

完成一站式校园综合业务服务管理平

台建设，包括：数据标准、数据治理
和校本数据中心（数据交换接口）建

设、一站式网上服务大厅（含移动
端）、电子报账系统等综合业务软件

系统新购和升级、统一身份认证（单
点登录）、报表系统。

完成平台建设 1项
促进工作效率情况 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教职工满意度 80%以上
验收合格率 100%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前
提升学校信息水平 明显改善身份统一认证，

数据共享
预算控制成本 5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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