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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一）学校基本情况 

华东师范大学是由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

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成立于 1951 年 10 月 16 日，

是以大夏大学（1924 年）、光华大学（1925 年）为基础，同时调进圣

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系科，在大

夏大学原址上创办的。1959 年学校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全国 16 所重点

院校之一。1972 年学校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院校合并，

改名上海师范大学。1978 年学校再次被确认为全国重点大学。1980

年学校恢复华东师范大学校名。1986年学校被国务院批准成为设立研

究生院的 33所高等院校之一。1996年被列入“211工程”国家重点建

设大学行列。1997-1998 年，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教育

学院和上海第二教育学院等先后并入。2002年根据上海市高校布局结

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学校启动闵行校区规划建设，并于 2006年主体搬

迁到闵行校区，形成了“一校两区、联动发展”的办学格局。2006年

教育部和上海市决定重点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校进入国家“985 工

程”高校行列。2017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A类行列，

全面开启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目前设有 4 个学部：

地球科学学部、教育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信息学部；31个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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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传播学院、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师

教育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统计学院、亚欧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化学

与分子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科学学

院、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海洋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学院、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音乐学

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4 个书院：孟宪承书院、经管书院、大夏

书院、光华书院；2 个实体教学科研研究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14个校管科研平台机构（含 2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崇明生态研究

院、城市发展研究院、“智能+”研究院、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

脑科学与教育创新研究院、医学与健康研究院、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

研究院、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长三角金融科技研

究院；3个管理型学院：开放教育学院/上海教师发展学院、创新创业

学院、上海国际首席技术官学院。另有设在学校的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 

截至 2021年 11月，学校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1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 35 个，可授予 22 种硕士专业学位，以及教育博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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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有 26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5 个本科专业。拥有 3 个国家

“双一流”建设学科， 2 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5 个国家二级重点学

科、5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2个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A类学科，6

个上海市高峰学科（I 类 2 个，II 类 2 个，IV 类 2 个），12 个上海市

重点学科和 17 个上海市一流学科（A 类 4 个，B 类 13 个）。学校有教

职工 4,449 人，其中专任教师 2,401 人。教授及其他高级职称教师

2,090人，其中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双聘院士）19人，

国家及上海市其他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 304 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15,538 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3,780 人，硕士研究生 17,238 人；在校

留学生（学历生）1,504 人。学校主要校区为闵行校区（地址为上海

市东川路 500号）和中山北路校区（地址为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号），

校园占地总面积约 207公顷。 

学校理工科拥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1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 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7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国际合

作联合实验室，1 个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和高等学校软科学研究

基地，1 个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 个民政部研究中心，1

个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实验室，2 个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和工

程技术创新中心，12 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上海市工程研究中心，1个上海市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1个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1 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文科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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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7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1 个全国普通高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7 个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

基地，6 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工作室，4个上海高

校智库，1 个中国老龄协会老龄科研基地，10 个上海高校“立德

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上海高校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地。现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 10个，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

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9 个。学校主办、承办和合办各类中文

期刊 23 种、英文期刊 7 种，两校区图书馆馆藏印刷型文献总量

486.67 万余册、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 161 个（462个子库）。学校

成立教育集团，现有自办与合作举办的附属中小学、幼儿园共 58

所（正式招生办学）。学校继续教育坚持管办分离，积极对接国家

战略，探索培育高品质非学历教育项目，注重推进内涵式发展，

统筹提升社会效能和经济效能。 

华东师范大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核算”的财务管

理体制，成立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领导负责，统一领导和

协调学校的财经工作。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下分设资金管理委员会，主

要协调和管理学校运行所需的财力保障，为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

两会做好预审工作。学校财务处是负责全校财务管理的职能机构，在

校长和分管校领导的指导下，参与学校财经决策的讨论和有关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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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制定工作，对学校各类经济活动实施管理、核算和监督, 规范学

校的财经行为,推进“事财结合”，充分发挥预算资金的政策调节作用，

加强绩效管理。 

作为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学校始终秉承"智慧

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崇高大学理想，恪守"

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全面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

决策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按照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和《"十四五"发展规划》确定的建设目标路径，围绕"

育人、文明、发展"责任使命，持续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育人，重点实施教育教学创新引领、学科科研优化提升、国

家战略精准对接工程，聚焦"教育+""生态+""健康+""智能+""国际+"

五大行动计划，到 2025 年，学校一流大学建设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到 2035 年，学校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为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奠定

坚实基础。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022年，学校部门预算反映华东师范大学本级以及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的预算收支情况。 

二、2022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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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收支总表 
                                                                                                                                                                  部门公开表 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67,629.11 一、教育支出 492,119.3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科学技术支出 2,719.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40.20 

四、事业收入 202,380.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9,664.20 

五、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其他收入 131,557.30     

        

        

         本年收入合计 501,566.41          本年支出合计 524,042.71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4,000.00 结转下年(非财政拨款) 149,421.77 

上年结转 167,898.07     

        

         收 入 总 计 673,464.48          支 出 总 计 673,4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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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收入总表 
                                                                                                                                                                           部门公开表 2 

单位：万元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上年结转 本年收入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

拨款结转

资金 

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

政拨款结

转资金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

结转资金 

教育收费 其他资金 小计 

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

收入 

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

入 

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

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 

收入 

下级单位 

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

政拨款结

余 
金额 

其中：教育

收费 

205  教育支出 641,541.08 167,879.73 8,466.96       159,412.77 473,661.35 144,143.65     200,480.00 105,480.00       129,037.70   

20502   普通教育 635,897.87 166,285.29 6,872.52       159,412.77 469,612.58 140,094.88     200,480.00 105,480.00       129,037.70   

2050204 高中教育 18,802.00             18,802.00 6,484.70     5,180.00 5,180.00       7,137.30   

2050205 高等教育 617,095.87 166,285.29 6,872.52       159,412.77 450,810.58 133,610.18     195,300.00 100,300.00       121,900.40   

20506   留学教育 2,850.63 879.48 879.48         1,971.15 1,971.15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275.26 879.48 879.48         395.78 395.78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575.37             1,575.37 1,575.3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792.58 714.96 714.96         2,077.62 2,077.62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792.58 714.96 714.96         2,077.62 2,077.6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19.00 18.34 18.34         2,700.66 2,700.66                   

20602   基础研究 2,719.00 18.34 18.34         2,700.66 2,700.66                   

2060201 机构运行 1,215.66             1,215.66 1,215.66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503.34 18.34 18.34         1,485.00 1,48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9,540.20             19,540.20 15,120.60     1,900.00 1,900.00       2,519.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

老支出 
19,540.20             19,540.20 15,120.60     1,900.00 1,900.00       2,519.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 
13,500.00             13,500.00 10,080.40     900.00 900.00       2,519.6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

金缴费支出 
6,040.20             6,040.20 5,040.20     1,000.00 1,0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664.20             5,664.20 5,664.20                 4,00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664.20             5,664.20 5,664.20                 4,00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9,664.20             5,664.20 5,664.20                 4,000.00 

  合计 673,464.48 167,898.07 8,485.30       159,412.77 501,566.41 167,629.11     202,380.00 107,380.00       131,557.3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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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支出总表 

部门公开表 3 

单位：万元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205  教育支出 492,119.31 326,789.24 165,330.07       

20502   普通教育 486,476.10 323,938.61 162,537.49       

2050204 高中教育 18,802.00 18,500.00 302.00       

2050205 高等教育 467,674.10 305,438.61 162,235.49       

20506   留学教育 2,850.63 2,850.63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1,275.26 1,275.26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575.37 1,575.3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792.58   2,792.58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792.58   2,792.58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19.00 1,215.66 1,503.34       

20602   基础研究 2,719.00 1,215.66 1,503.34       

2060201 机构运行 1,215.66 1,215.66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503.34   1,503.3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40.20 19,540.2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9,540.20 19,540.2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500.00 13,50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040.20 6,040.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9,664.20 9,664.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664.20 9,664.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9,664.20 9,664.20         

  合计 524,042.71 357,209.30 166,8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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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财政拨款支出表） 
部门公开表 4 

单位：万元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5  教育支出 144,143.65 91,392.06 52,751.59 

20502   普通教育 140,094.88 89,420.91 50,673.97 

2050204 高中教育 6,484.70 6,182.70 302.00 

2050205 高等教育 133,610.18 83,238.21 50,371.97 

20506   留学教育 1,971.15 1,971.15   

2050602 来华留学教育 395.78 395.78   

2050699 其他留学教育支出 1,575.37 1,575.3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2,077.62   2,077.62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2,077.62   2,077.62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00.66 1,215.66 1,485.00 

20602   基础研究 2,700.66 1,215.66 1,485.00 

2060201 机构运行 1,215.66 1,215.66   

2060204 实验室及相关设施 1,485.00   1,48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120.60 15,120.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120.60 15,120.6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0,080.40 10,080.4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5,040.20 5,040.2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5,664.20 5,664.2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5,664.20 5,664.2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664.20 5,664.20   

 合计 167,629.11 113,392.52 54,2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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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部门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按照部门预算的原则，学校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

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和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等。支

出包括：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结转下

年等。2022年华东师范大学收支总预算 673,464.48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21,715.84

万元，增加了 3.33%。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收入预算总额 673,464.48 万元，其中：2021 年收入预

计结转数为 167,898.07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 24.93%；2022年当年实际收入预算

为 501,566.41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 74.48%；收支差额 4,000.00万元，占收入预

算总额 0.59%。2021 年收入预计结转数主要为科研经费结转，占收入预计结转数

94.95%，剩余为财政拨款结转。收支差额 4,000.00 万元通过非财政拨款结余进行

弥补（2021年末学校非财政拨款结余总额为 11.63亿元）。（见图 1） 

 

图 1  2022年部门收入预算构成 

2022 年华东师范大学支出预算总额 673,464.48 万元，其中：2022 年实际支

出预算为 524,042.71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77.81%，预计结转至下一年收入数为



13 
 

149,421.7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22.19%。 2022年实际支出预算中，教育支出预

算 492,119.31万元，占 2022支出预算总额 73.07 %，其中高中教育支出预算 18,802

万元，高等教育支出预算467,674.1万元，留学教育及其他教育等支出预算5,643.21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2,719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0.4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预算 19,540.2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500 万元，机

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040.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2.9%。住房保障支出

预算 9,664.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1.44%，全部为住房公积金支出。（见图 2） 

 

图 2  2022年部门支出预算构成 

（二）2022年部门收入情况说明 

2022 年当年收入预算 501,566.41 万元，其中：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67,629.11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收入预算的 33.42%，比上年增长5,560.84万元，

主要表现在：高中教育拨款增加了 612.25 万元，高等教育拨款减少了 11,140.51

万元，留学教育和其他教育拨款增加了 918.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拨款增加

了 15,120.6万元。2、学费、办班等教育收入 107,380万元（含学校第二附属中学

5,180 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收入预算的 21.41%，比去年增长 14,620 万元，主要

表现为学生人数和学费标准增加。3、科研事业收入 95,000 万元，占 2022 年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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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预算的 18.94%，比上年减少 2,000万元。4、其他收入 131,557.3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收入预算的 26.23%，比上年减少了 1,435.25 万元。 

（三）2022年部门支出情况说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524,042.71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预

算 492,119.31 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总额的 93.91%；科学技术支出预算

2,719 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总额的 0.52%，其中机构运行支出 1,215.66

万元，实验室与相关设施支出 1,503.3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540.2万元，

占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总额的 3.73%，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3,50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040.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664.20 万元，占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总额的 1.84%，全部为住房公积金支出。

教育支出中，高中教育支出预算 18,802万元，占教育支出的 3.82%，高等教育支出

预算 467,674.1 万元，占教育支出的 95.03%，留学教育支出 2,850.63 万元，占教

育支出的 0.58%，其他教育支出 2,792.58万元，占教育支出的 0.57%。根据教育部

支出的管理要求分类，2022年当年支出预算中，基本支出预算 357,209.3万元，占

本年支出总额的 68.16%，项目支出预算 166,833.41万元，占本年支出总额的 31.84%。 

（四）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情况说明 

在 2022 年当年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167,629.11，比上年

增加 5,560.84 万元，增加了 3.43%。其中，2022 年当年教育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 144,143.65 万元，比上年减少 9,609.76 万元，减少了 6.25%。教育支出中，高

中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484.7万元，比上年增加 612.25万元，增加了 10.43%；

高等教育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33,610.18 万元，比上年减少 11,140.51 万元，减少

了 7.70%。主要是因为：一是教育支出的退休费转列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二

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非刚性等相关经费；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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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减少。 

（五）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2 年教育部对项目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在 2022 年度部门

预算中反映语言文字信息管理与语保工程专项等 13 个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绩效

目标表，见“五、附件”。 

四、专业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通过部门预算拨付学校的财政资金。 

2.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专业业务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主要为科研事业收入和

学校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和标准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 

3.上级补助收入：指学校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

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下级单位上缴收入：指学校收到下级单位按规定缴来的款项。 

6.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

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地方各级政府和其他部门拨付的经费（如地方政府支持

高校的经费、其他部门委托的科研项目经费等），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7.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事

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

以前年度累积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8.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预算已开始执行但尚未完成，本年仍需按原规定用途

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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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科目 

1.教育支出 

（1）高中教育：反映学校附属高中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完成为事业发展目标

的项目支出。 

（2）高等教育：反映学校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3）来华留学教育：主要反映教育部资助学校来华留学生的支出。 

（4）其他留学教育支出：主要反映其他用于留学教育方面的支出。 

（5）其他教育支出：反映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项目支出。 

2.科学技术支出 

（1）机构运行：反映学校基础研究机构的有关支出。 

（2）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反映学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野外台站的支出。 

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

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2）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

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公积金：反映学校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

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5.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

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6.基本支出：指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学科研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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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8.上缴上级支出：指所属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9.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学校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

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10.对下级单位补助支出：指对所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五、附件 

（一）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措施 有效 12.00

经济成本指标 仪器设备、图书采购节约率 ≥3% 8.00

数量指标 设备、家具等购置数量 ≥24台（套）、件 4.00

数量指标 水、电、气、暖等管网改造工程量 ≥13900延米 4.00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通过率 ≥100% 9.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9.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0% 1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20年 2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年度目标

目标1：完成设备设计，审核

目标2：完成项目招标

目标3：完成项目施工，一次完工合格通电

总体

目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900.84

198.54

702.3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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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措施 有效 20.00

数量指标 房屋修缮面积 ≥195平方米 10.00

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验收通过率 ≥100% 10.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10.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95%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房屋修缮类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10年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基本教学科研条件 显著 1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年度目标

1、2022年完成普陀校区河口海岸楼自然地理楼修缮工程施工进度的80%，初步恢复建筑物功能，有效延长建筑物的

使用年限。

2、2022年完成普陀校区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大楼修缮工程施工进度的60%，初步恢复建筑物功能，有效延长建筑物的

使用年限。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3538.98

3447.67

91.31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房屋修缮项目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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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增加足球场照明数量 ≥4套 20.00

质量指标 成本控制措施 有效 10.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20.00

经济效益指标 使用年限 ≥10年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广大师生员工的生活设施条件 较显著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师生锻炼条件 较显著 1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年度目标

目标1：足球场照明安装工实施后，满足学生更多的体育锻炼时间，身心更能得到充分的放松；

目标2：符合工程实施质量验收相关要求，按时投入使用。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67.40

67.4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中学)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电子管理系统建设或升级改造数量 ≥4项 20.00

质量指标 设备及系统验收通过率 ≥100% 15.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设备购置类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5年 15.00

生态效益指标 设施设备节能降耗达标率 ≥100% 1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职工满意度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0% 5.00

年度目标

目标1：增加学生的动手体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符合工程实施质量验收相关要求，按实投入使用。

目标2：保证人事信息化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准备性；全面完成等保的安全建设，保证服务器、网络设备、数

据库、安全设备的可靠运行；符合工程实施质量验收相关要求，按实投入使用。

目标3：增加历次考试T值分析、增加学科临界值的分析，对志愿者服务平台原有功能进行升级，符合工程实施质量

验收相关要求，按时投入使用。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234.60

234.6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设备资料购置项目（中学）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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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策略示范视

频
＝4套 10.00

数量指标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策略手册 ＝1套 10.00

数量指标 “阶梯式”儿童语言康复课程指南 ＝4套 10.00

质量指标 语言干预示范视频的利用率 ≥90% 10.00

质量指标 语言康复课程的有效率 ≥90% 5.00

时效指标 干预策略及课程体系完成时间
2021

年
5.00

社会效益指标 语言干预示范视频、手册的家庭应用 ＝300个家庭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语言康复课程的应用 ＝3个学校（机构） 1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满意率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率 ≥90% 5.00

年度目标

1.基于ICF的“阶梯式”儿童语言障碍干预策略体系

2.基于ICF的“阶梯式”儿童语言障碍课程体系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2.96

2.96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语言文字信息管理与语保工程专项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40人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促进港澳台与内陆交流 中长期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满意度 ≥95% 10.00

年度目标

根据《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和《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规定，完成学校港澳台学生奖学金的发放

工作，进一步加强并促进港澳台与内陆交流。

总体

目标

绩效

指标

56.60

37.76

18.84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港澳台学生奖学金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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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实现公派全覆盖并逐步惠及自费人群

的培训目标，为广大留学人员实现“

平安留学、文明留学、健康留学、成

功留学”保驾护航。

≥2次 20.00

质量指标

利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优质教学

和师资资源，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

学者，做好出国留学行前培训工作。

教学、师资资源优质；

课程内容丰富有针对

性；培训方式多样化

3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希望通过行前培训活动，扩大宣传范

围，提升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师生

国（境）外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扎

实做好出国留学的全程管理服务工作

。

显著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师生满意度 ≥95% 10.00

年度目标

根据教育部的培训工作方案按时完成出国留学培训工作。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绩效

指标

3.00

3.0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出国留学经费（项目）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参加活动高校 ＝5.0000所 20.00

质量指标 交流质量 较高 15.00

时效指标 交流场次 ＝4次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影响 推动友好合作与发展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与人员满意度 ≥90% 10.00

年度目标

推动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根据实施方案完成学生交流活动。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绩效

指标

10.00

10.0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专项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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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丰富完善师资库 ≥40个 5.00

数量指标 国家安全培训学员研修成果汇编 ＝1本 5.00

数量指标 开展15项课题研究 ≥15项 5.00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达到110人 ≥20人 5.00

数量指标 培训学员手册 ≥50页 5.00

数量指标 完成培训人数 ＝207人 5.00

数量指标 形成课件资源 ＝6份/期 5.00

质量指标 发表学术论文至少2篇 ≥2篇 3.00

质量指标 培训总体参训率 ≥85% 3.00

质量指标 培训总体结业率 ≥85% 5.00

质量指标 学员对课程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 ≥90% 5.00

社会效益指标 参训学员课程设计案例孵化量 ≥10份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报道 ≥1家 10.00

社会效益指标 专家咨询会 ≥3次 1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参训者满意度指标 ≥90%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员总体满意度达到90%以上 ≥90% 5.00

年度目标

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组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建设政治合格、素质优良、规

模适当、结构合理的师资库；建立和完善课程开发和更新机制；保证中心运行的条件保障，如办公场所、图书资料

等。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238.36

120.00

118.36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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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工作坊普及人数 ≥300人 10.00

数量指标 全国范围内宣讲培训 ＝10场 10.00

数量指标 召开集体备课会 ＝5次 10.00

数量指标 召开教学研讨会 ＝5次 5.00

数量指标 篆刻大赛辐射全国高校 ≥200所 5.00

数量指标 篆刻大展对外辐射人数 ≥1000人 5.00

质量指标 宣讲会规模和水平
组织国家和省市级的现

场科普宣讲
5.00

社会效益指标 高校健康教育水平 显著提升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 全国性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计划的可接受性 ≥90% 10.00

年度目标

高质量完成教育部体卫艺司下达的项目任务，完成10场以上300人的培训等。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38.00

38.0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体育卫生国防艺术教育专项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57775平方米 20.00

质量指标 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100% 20.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10.00

经济效益指标 使用年限 ≥50年 20.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显著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 10.00

年度目标

在开工建设的基础上，争取2022年完成基础施工及上部结构施工工作，进度达到50%。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5082.39

5000.00

82.39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绿色化学材料大楼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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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69392平方米 25.00

质量指标 履行招投标程序合规率 ≥100% 25.00

经济效益指标 使用年限 ≥30年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显著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10.00

年度目标

2021年已开工建设，2022年完成基础施工及进行上部结构施工。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绩效

指标

3818.00

3818.0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39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教育发展大楼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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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实施单位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

数量指标 长期固定观测样地观测数据 ≥12次 5.00

数量指标 复查天童20公顷动态监测样地幼苗 ≥4000株 5.00

数量指标 实物资源服务（设备和设施共享） ≥5000小时 5.00

数量指标 数据资源服务 ≥10M 5.00

数量指标 天童站服务时间 ≥5000人天 5.00

质量指标 天童长期定位观测数据 数据无差错，可使用 5.00

质量指标 天童固定观测样地复查 达标 5.00

时效指标 天童固定观测样地复查 2022年底前完成 5.00

时效指标 天童站服务管理时间 ＝24小时/天 5.00

时效指标
天童站实验室装修、周边环境改造和

设备材料购置
2022年底前完成 5.00

社会效益指标 生物多样性保护 完善理论，逐步实践 15.00

社会效益指标 自然资源调查 长期、持续、精准监测 1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天童长期固定样地数据使用者满意度 满意 5.0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研究人员对天童站服务满意度 满意 5.00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105239浙江天童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主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100.00

100.00

0.00

0.00

项目资金（万元）

执行率

分值

（10）

年度目标

保证台站教学、科研、监测、服务等日常工作正常运行。

完成天童站样地长期定位观测和野外调查工作。

完成台站周边环境整治和野外观测设备采购工作。

总体

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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