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师资结构优化 项目年份 2018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500.00 0.00 50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500.00 483.55 16.45 16.45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483.55 

教师培训 263.55 

人才引进 22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96.71%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高层次人才 =10 名 8 =12 8 

参加培训人

次 

=300 人

次 
8 =384 人次 8 

参训人员结

业率 
=100% 8 =100% 8 



结果目标

（26 分） 

学生满意度 ≥90% 3.71 ≥90% 3.71 

同行满意度 ≥90% 3.71 ≥90% 3.71 

博士在专任

教师中占比 
=20% 3.71 =17.88% 1.74 

博士在专业

带头人中占

比 

=20% 3.71 =50% 3.71 

横向课题 =5 项 3.71 =6 项 3.71 

申请发明或

实用专利 
=3 项 3.71 =9 项 3.71 

40 周岁以下

青年教师占

比 

≥75% 3.74 =53.03% 0.01 

影响力目

标（6 分） 

系部满意度 =90% 1.5 ≥90% 1.5 

有影响力论

文 
≥3 篇 1.5 ≥5 篇 1.5 

社会服务参

与率 
≥90% 1.5 ≥90% 1.5 

企业兼职率 =50% 1.5 ≥50% 1.5 

合计 74.3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近年来在市财政的支持下，学院将优化师资结构作为学院发展“五大

战略”中的重要战略之一，积极引进教授、博士，全力实施“博士倍

增计划”，师资队伍结构得到显著改善，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处于全

省高职院校前列。 

根据江苏省高端智库“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江苏高职院

校人才竞争力 30 强报告（2016）》显示：“学院位列江苏省高职院校

第 13 位，苏州地区高职院校第 2 位”。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研究院发

布的《2017 广州日报高职高专排行榜》显示：“学院位列江苏省高职

院校第 11 位，苏州地区高职院校第 1 位”。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

议主办的《2017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我院荣获“2016

年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学院获此殊荣，是对我院办学水平、

办学贡献和社会声誉的充分肯定。 

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在江苏

教育体制改革简报 2016 年第 10 期以《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

施“博士倍增”计划，有效提升实在建设水平》为题，专题报道我院

“博士倍增”计划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省教育厅对学院办学

成果的充分肯定。 

学院将继续引进教授、博士，根据学院三步走发展目标，实施“双百

工程”，即百名博士和百名大师工程；大力优化学院师资结构，为培

养一大批适应苏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有

力的师资保障。 

2018 年学院计划引进专业带头人 6 人、博士 10 人，进一步提升师资

队伍中博士、教授的比例、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为把我院建设成为

全国办学特色鲜明的知名高职院校而努力。 

项目总目标 2018 年引进高层次专业带头人 6 人、引进博士 10 人。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引进高层次专业带头人 6 人、引进博士 10 人的目标。 

项目实施情况 
2018 至 2019 年引进高层次等人才 12 人，共支付人才引进安家费 220

万元，落实教师队伍培训进修工作，支付培训等费用 263.55465 万元。  



项目管理成效 

1.引进高层次等人才 12 人，新增在职攻读博士 1 人。 

2.选拔骨干教师进行专项培训，一方面，专业教师结合自身发展需要，

参加专业培训；另一方面学院根据专业发展规划，开设教师信息化教

学能力提升培训、混合教学模式改革服务及混合课程建设项目等专项

培训，培训人数达到 300 多人次，不断提升教师教科研能力。 

3.高层次人才的不断聚集，促进学院在教科研等方面不断提升，成果

不断突破，2018 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9 年工业机

器人团队获得了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 

4.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战略和苏州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发展目标。学院积极选派高层次人才进企业实践，联合攻关企业技

术改造升级项目，破解科研成果转化难题，100%专业教师与 1-2 家企

业紧密对接。 

5.经过调研和测评，学生、用人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对引进的博士评

价较高，在青年教师中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截止到 2019 年底全

院博士比专任教师 17.88%，有 15 名博士聘任专业带头人。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流失问题。近两年全省高校都不断深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引

进安家费力度比较大，学院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出现流失问题。 

二、人才引进周期长：学院在人才引进中，实施一人一谈的引进政策，

各位应聘人员因为离职、毕业等多种原因，造成引进周期过长。 

三、博士引进到学院工作，对于职业院校教学、科研的环境级研究方

向要进一步定位，所以引进人才要在短期内出成绩相对困难，需要有

1-2 年的过渡期。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修订引进人才政策。全省调研发现，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力度不

断提升，安家费不断提交，较其他地级市，苏州市房价偏高。这一对

比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最后出现放弃入职情况。 

二、加强引进人才的培养。人才引进来纪要用得上还要留得住，所以

要协助用人单位做好人才培养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培养规划，缩短人

才的迷茫期，帮助高层次人才及时转变到职业教育理念中，抓紧发挥

高层次人才作用。 

三、对照好苏州市“姑苏教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提前规划和沟通，

将细则落地，从苏州大市外引进一批具有较高教育教学理论水平或较

强创新实践能力的特聘人才。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