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推动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深化体育惠民便民力度，健全群众体育组
织体系，打造群众体育活动品牌。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推进足
球运动发展，做好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加大体育文化宣传力度，挖
掘体育文化价值。协调发展体育产业，扩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
境。

1、体育产业发展:(广州体育产业发展在全国的地位)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2、场地配套设施的硬件水平:(提升场馆场地配套设施的硬件水平)有所提升
3、扶持俱乐部数量:(考察扶持代表广州市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的篮球俱乐部的
总数)1个
4、合格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经培训考核过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能胜任相关体育项目的健身
指导工作的人员数量。)90人（次）
5、体育传统学校数量:(补助市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数量)346
6、出具专项统计报告:(考察出具体育产业专项统计报告数量)1份
7、赛事人为事故发生数:(考察群体赛事活动赛事事故数量)0起
8、向省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人数:(训练周期平均每年向上级训练部门（省队、国家队、职业
俱乐部队）输送足球运动员人数。)6-8人
9、参展厂商数量:(考察参加文博会、旅博会的厂商数量)400个

合计
009001

009001

009001

009001

009001

13,400.67

广州市体育局

广州市体育事业发展专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开支内容：1.青少年足球培训及竞赛经费；2.全民健身骨干和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经费；3.体育惠民项目评估与管理经费；4.2019国际篮联篮球
5,427.57 世界杯广州赛区广州体育馆购置经费合同尾款；5.广州市青少年业余比
赛经费； 6.职业俱乐部扶持奖励经费；7.体育场馆规划利用管理、体
育产业统计、调研等。
开支明细：办公费、委托业务费等。

运行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3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2、培训班次:(干部业务教育培训班开展次数)7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广州市体育工作会议经费、档案保密综合管理费、
3、审计项目数量:(全年完成内部审计项目个数)6
国内和来访国际体育组织体育文化交流、廉政教育文化建设专项经费、 通过开展体育文化交流、体育宣传、审计等各类专项业务工作，实
4、学习交流影响力:(国内外有关单位互相交流、学习、调研等提升广州体育事业发展水平，扩
457.58 法制宣传教育、事务管理费、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现体育局的基本职能，提升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场馆规
大广州体育城市名片影响力情况)有所提升
、法律诉讼及咨询服务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竞赛训练管理经费、 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水平，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发展。
5、体育文化宣传与建设成效:(对广州体育改革发展工作成果的积极宣传程度)有所提升
安全和应急管理专项、财务、国有资产、政府采购、统计、审计、评估
6、体育宣传物料的制作数量:(制作宣传片、宣传画册数量)宣传片不少于1部、宣传画册不少于
咨询等。
1项
开支明细：办公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

房屋维护维修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688.54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广州赛区广州体育馆维修
工程项目合同尾款。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等。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1、群众满意度:(到场馆进行活动、消费的群众或团体对场馆及其附属建筑的设备设施的满意情
况，实现0投诉)无群众投诉
通过开展广州市体育场馆维修工程项目，更大程度地延长广州市体 2、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促进人民群众对文化体育事业的关注，调动人民群众对体育运动的积极
育场馆资产的使用寿命，以保障场馆各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以及场 性情况)得到提升
馆设备设施安全，提升场馆整体形象和使用率，确保大型国际赛事 3、大型赛事承办率:(大型赛事承办次数较2018年增长比率)50%
和活动的顺利承接和开展 。
4、安全保障:(全年消防安全事故发生控制在计划内)0
5、保障运营正常开展:(保障场馆各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保障场馆安全)保障有力
6、合同进度款支付率:(合同进度款支付率=按合同进度款支付金额/合同总金额×100%)100%

申请依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
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2017]3号）和《广州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项
1、工单响应时间:(接到报障电话后最迟响应时间)1小时
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穗政数函[2019]652号）。
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系统运维的手段和内容，维护市体育局办公系统 2、系统运行用户满意度:(用户对运维服务满意比重)80%
87.54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软硬件资产维护、安全服务、技术人员服务、云平 、业务信息系统、视频系统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各系统的安 3、运维年度考核:(运维年度考核得分率)80%
台资源租赁、政务外网互联网出口租赁、招标代理、咨询设计和监理服 全运行，确保办公业务正常开展。
4、正常运行率:(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比重)100%
务等。
5、服务工单完成率:(服务工单处理完成比重)100%
开支明细：维修费、租赁费、咨询费、委托业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

009001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66.59

009001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8〕48号、穗视建办函〔2018〕49号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项目的监理费和验收
66.59
测评费。
开支明细：监理费、验收测评费。

009007

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监理和测评验收服务，规范项目管理过
程及生命周期，有效协调项目各方关系，处理好项目开展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加快视频项目的建设进度，提高项目的整体质量，确保
项目按时保质顺利完成。

1、监理覆盖率:(监理覆盖的工程环节和工程量占应覆盖环节和工程总量的比重)100%
2、工程进度达标率:(考察本年度工程进度是否按计划及时完成，实际完成工作量占计划完成总
工作量的比重)100%
3、验收合格率:(技防验收合格的项目占所有项目数量的比重)100%
4、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监理服务，对视频监控系统日常运维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从而保证了视频监控系统在赛事活动中的安全保障)有效保障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1

2

3

009007

009008

009008

009008

009008

009009

009009

009009

运行经费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4

5

6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1.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一是场地水电费、
218.88 安保、卫生、绿化管理，设施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等，二是运动队训练比
赛租用车辆等；2.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羽毛球赛事。
开支明细：水电费、劳务费、维修（护）费、专用材料费、办公费、邮
电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通过场馆的运行保障，为运动队的训练及群众运动提供后勤保障，
促进群众体育发展，提高群众对中心场馆设施、设备、环境、公共
体育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同时也提高场馆的使用效率、社会效率
及安全管理水平。

1、编外人员聘用合规率:(按计划招聘人员，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合规
2、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3、车辆租赁数量:(运动队使用车辆次数)不低于200车次
4、群众满意度:(体育场地运作良好，使进场活动的群众和运动员满意)85%

广州海角红楼游泳场

广州海角红楼游泳场体育事业发
展经费

1、验收合格率:(考察维修的工程中验收合格的比重)100%
2、进场人数增长率:(考察本年度进场人数增加数量占上一年度进场人数的比重)5%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
3、维护完成率:(考察已完成的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占所有维护工作的比重)100%
（2018-2020年）的通知》、《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
4、支出及时率:(考察资金支付的时效是否符合合同要求)100%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通过开展体育事业发展经费项目，改善泳区更衣室（厕所）环境卫 5、惠民开放创收金额:(考察场馆通过惠民开放创造的收入金额)202万元
67.81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泳区更衣室（厕所）内部整体翻修，风雨廊加固等
生，为市民提供干净整洁的如厕环境。
6、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和优惠开放时长达标率:(考察按照规定每周免费和优惠开放时间均达到14
。
个小时以上的公共体育场馆占所有公共体育场馆的比重（季节性开放的游泳场馆，按开放期内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
的免费和优惠开放时间计算）)100%
7、安全事故发生数:(考察维修项目开展过程中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0起
8、场馆惠民开放受惠人数:(考察场馆惠民开放受惠人数)4.8万人

运行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一是用于场
1、编外人员聘用到位及时性:(编外人员及时到位率=及时到位数量/计划到位数量×100%)100%
地水电费、安保、卫生、绿化管理；二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队赴香 通过开展运行经费项目，提高场地安全保障质量，促进场地健康发
2、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4
97.38 港交流学习场馆管理运营经验并商洽有关合作事项；三是聘请三名长期 展；加强国际体育交流，提高场地管理水平，保证场馆正常开放以
3、物业管理面积达标率:(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100%
编外人员费用。
及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开展。
4、经营创收金额:(全年所产生的经济收益)290万元
开支明细：专用材料费、物业管理费、劳务费、专用材料费、税金及附
加费用、维修（护）费、培训费、因公出国（境）经费、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等。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1、系统正常运行率:(系统正常运行率=所有正常运行系统数量/系统总数×100%)100%
2、异常处理能力:(异常处理能力=(系统发现或处理的异常次数/系统所发生的异常总次
申请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数)×100%)100%
（国发〔2016〕73号）
通过开展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项目，加强场馆视频监控服务，提高 3、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12.00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开展信息化运行维护，包括基础设施、软件及信息
场馆信息化工作水平。
维的数量×100%)100%
资源、信息安全等。
4、项目进度完成及时率:(项目进度完成及时率=（实际天数-计划天数）/计划天数×100%)100%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
5、合同支付及时率:(合同支付及时率=延期支付天数/计划天数×100%)≤0%
6、信息泄露事故数量:(反映项目建设对实现政务网络的安全合规使用的作用。)0%

广州棋院

房屋维护维修经费

运行经费

1、工程验收一次性合格率:(一次性验收合格率=项目通过一次性验收个数/项目参与验收数量
×100%)100%
申请依据：《关于全面创建平安广州的实施意见》、《公共体育场馆服
务基本规范》、《广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
通过对棋院场馆整体建筑外墙的开裂、渗水等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维 2、安全性:(定性指标：对房屋及其构筑物的安全性和合格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保障工作
人员人身安全。)安全
20.69 开支内容：场馆安全急修或突发维护费。
修、补漏，确保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场馆设施正常运行。
3、房屋原状修复率:(房屋原状修复率=（已修复危破房面积/待修复危破房面积）×100%)100%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
4、屋内设备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屋内设备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维护数量/计划维护数量
×100%)100%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绿化覆盖率:(绿化面积占单位总面积的比重)16.50%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2、后勤保障服务完成及时性:(考察各项后勤保障服务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及时
开支内容：1.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场地水电费、安保
3、提升场地硬件水平，为市民的健身提供良好的场地设施环境:(提升场地硬件水平，为市民的
、卫生、绿化管理，设施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等；2.赴香港、澳门等地区 确保场馆水电正常供应、设施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场馆整洁卫生、
267.00
健身提供良好的场地设施环境)有效提升
参加赛事、活动等。
安全有序。
4、安全开放率:(场馆全年安全开放，没有发生因场馆设备设施老化、破损而造成的人身安全事
开支明细：水电费、劳务费、维修（护）费、专用材料费、办公费、邮
故)100%
电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1

2

3

009009

广州棋院体育事业发展经费

009009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009010

广州越秀山（洪德）体育场

009010

009010

运行经费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009010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009012

广州市沙面体育俱乐部

009012

009014

运行经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4

5

6

申请依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转变我市体育发展方式的意见》
（穗府〔2013〕31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群众
1、征集藏品数量:(考察从各途径征集的符合要求藏品数量)44件（套）
体育工作实施方案和竞技体育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13〕
2、陈列展览用房面积:(考察举办专题展览实际用地面积)600平方米
49号）
3、参展观众数量:(考察公众参观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人数)2000人次
开支内容：市竞技体育训练工作经费、承办广州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三 通过对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更新陈列展板、展柜内容，以及对于展品
4、维护完成率:(考察已完成的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占所有维护工作的比重)100%
10.00 棋比赛工作经费、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工作经费、承办市三棋锦标赛和参 和展柜进行日常维护，进一步提升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整体形象，
5、安全事故发生数:(廉洁文虎教育基地开放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数量)0起
加省三棋锦标赛工作经费、廉洁文化教育基地项目、“市长杯”三棋团 同时增加参观群体的满意度，扩大廉洁宣传效果。
6、参会人员满意度:(考察参观人员对于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满意度评价)≥90%
体赛经费、购置青少年体育训练器材经费、粤港澳大湾区棋牌邀请赛经
7、宣传活动数量:(考察开展利用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宣传活动数量)3次
费、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经费等。
8、接待人次:(考察接待参观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团体数量和人员数)1000人
开支明细：劳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印刷费、差旅费、委托业务
费、维修（护）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
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2017〕3号）和《广州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
41.31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穗政数函〔2019〕652号）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信息化运行维护经费。
开支明细：委托业务费等。

结合广州棋院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运行服务管理体系，满足日常运
行服务需求、快速恢复用户使用，将无序的突发事件有序化，将纸
制的配置管理信息化，问题管理科学化，实施管理风险可控制化，
以及变更管理记录化，提高信息化设备的运行维护效率，确保信息
系统正常运行。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开支内容：1.对场馆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场地水电费、安保、卫生
181.04 、绿化物业管理，设施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税费等运行业务成本费支
出；2.赴日本东京开展东京奥运会学习交流等。
开支明细：委托业务费、维修（护）费、计提国有资产占用费及税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物业管理费；因公出国（境）经费。

通过开展业务用房物业管理、其他运行经费及因公出国出境项目，
加强场馆安全性和保障场馆的基本运作顺利进行及竞赛交流，提供
保障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和竞技体育训练，提高管理场地的工作水平
和赛事活动的专业管理水平。保障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和竞技体育训
练，提升场馆绿化环境，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使用效益。

1、设备可用性:(保证信息设备可用性：5×8小时（8：30--17：30 周一至周五）内95%可用。
考察响应时间)项目总体运行≥95%。响应时间≤4小时
2、项目总体运行:(考察服务完成率（服务完成率=实际处理量÷当期业务总量×100%）)100%
3、服务对象满意度:(信息系统使用人员对系统运维服务的满意度评价)95%.
4、系统维护:(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延长系统使用寿命，考察信息安全事故发生数)在系统约定
使用年限内维护良好，事故发生为0
5、维护职能部门桌面设备:(每月定期巡检，能够及时的排除设备存在的故障隐患，提高设备可
用性。考察对所有桌面设备（49台计算机、24台打印机、5台多功能复印机）的维护)12次/年职
能办公桌面设备总体运行≥95%。

1、体育场地、器材安全率:(场馆的场地及体育器材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安全事故
（不含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95%
2、入场锻炼人次:(预计全年进入体育场锻炼的总人次)10万人次
3、开放时间达标率:(向社会开放时间达到不少于12小时)95%
4、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82.06

1、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95%
2、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视频监控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100%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5]29号、穗视建办函[2018]48号、穗视建办
3、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80%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加强安全防范系统的高清化和智
函[2018]49号
4、视频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在监控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视频重大安全事故发
82.06
能化，提高广州越秀山（洪德）体育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技防保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
生的数量)0起
障和日常安保工作开展的水平，为赛事活动会议提供安全保障。
开支明细：租赁费、建设改造费、监理费、验收测评费。
5、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举办)有效保障
6、视频专网接入率:(高清视频监控点接入广州市视频专网的比重)95%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实现老
场馆新活力工作方案的通知》（穗体场馆〔2019〕14号 ）
开支内容：1.场馆的综合治理、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方面的支出，2.
对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的支出，包括：设施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等、劳
54.23
务费、税费等业务运行费用的支出，3.组织有关人员赴俄罗斯、芬兰参
加赛事及友好交流的支出，4.编外人员费用的支出，5.沙面游泳场业务
用房租赁经费等。
开支明细：办公费、委托业务费、水电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
（护）费、劳务费、专用材料费、物业管理费、租赁费。

通过对体育场馆日常运行、物业管理等进行保障、参加国家体育交
流、加强场馆体育设施开放，保障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和业余体育训
练，提高体育场馆的使用效益，优化体育场馆综合管理水平，引入
国外先进经验，使体育场馆更好地开展各项体育活动，确保体育场
馆更加安全、有序、平安、整洁。

1、群众满意度:(全民健身运动人员满意及较满意数÷问卷调查人数×100%)年度计划数：90%
2、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人员数/聘请的编外人员总数
×100%)100%
3、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年度计划数：1组
4、编外人员招聘数量:(考察计划招聘的编制外人员是否按计划数量到位)年度计划数：2人
5、交办任务完成率:(交办任务完成率=完成任务数/年度工作计划数×100%)100%
6、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年度计划数：1人
7、公共服务能力:(考察经费使用是否使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升
8、安全保障:(全年安全事故发生控制在计划内)年度计划数：安全事故0起。
9、绿化保洁工作质量达标率:(绿化保洁工作质量达标率=考核合格次数/总考核次数×100%)95%
10、物业管理面积达标率:(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100%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通过走出去学习，提升场馆运营能力和效益；全面加强物业管理，
提升场馆安全、整洁和舒适度；更好的开展更丰富的群众文化体育
活动等，加强国民体育运动建设发展，增强国民素质，提高国民身
体健康水平，并确保体育场馆得到充分利用，取得良好的社效益和
经济效益。

1、物业管理面积:(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管理面积为单位41.42万平方米占
地面积
2、安保工作完成率:(考察安保工作是否按计划完成，安保工作完成率=实际完成安保工作量/计
划完成安保工作量×100%)100%
3、体育场地、器材安全率:(中心平面及各场馆的场地及体育器材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
重大安全事故（不含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100%
4、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人
5、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人员数/聘请的编外人员总数
×100%)100%
6、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009014

009014

009014

009014

运行经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事业发
展经费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009014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009019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009019

009019

运行经费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1.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场地水电费、安保、
卫生、绿化管理，法律咨询服务费顾问、法律诉讼代理费、设施设备的
517.23
购置和维护等。2.赴自行车、橄榄球、攀岩运动项目发展成熟的国家
（地区）的交流学习等。
开支明细：水费、电费、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专用材料费、税
金及附加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申请依据：《体育工作“十三五”规划》、《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
划纲要的通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广州市体育局关
于印发〈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财政补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通知
15.69
》等。
开支内容：运动队日常训练、选才、参赛费用，承办赛事费用、竞赛及
训练器材购置费、惠民开放管理费用等。
开支明细：专用材料费、租赁费、委托业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专用设备购置等。
申请依据：《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
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
项目（运行维护类）方案编写规范（2020）》
3.63
开支内容：1.网络及信息安全设备维护；2.音视频及其他设备维护；3.
运维人力服务；4.咨询监理费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

1、场地配套设施的硬件水平:(提升场馆场地配套设施的硬件水平)有所提升
2、购置完成率:(考察已完成购置的设施设备占计划购置的设施设备的比重)100%
通过开展场馆设施设备更新、器材更新等，加强全民健身和竞技体 3、惠民开放服务满意度:(考察进馆群众对场馆惠民开放措施的满意度评价)95%
育的训练与管理，提高广州市竞技体育水平和全民健身体育工作水 4、维护完成率:(考察已完成的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占所有维护工作的比重)90%
平，推动广州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完成各项目器材采购，保障自 5、验收合格率:(考察购置（维护维修）的设施设备中验收合格的比重)100%
行车队训练及国际攀联中国攀岩公开赛竞赛需求。
6、运动队满意度:(考察受训运动队对训练器材、场地、训练质量等的满意度评价)90%以上。
7、体育器材交付率:(体育器材交付率=实际交付的器材数量/应交付的器材数量×100%)100%
8、群众满意度:(考察进馆群众对惠民设施设备满意度评价)98%

本期运维项目的目标是维护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信息业务应用系统
的正常运行、记录各类业务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相关业务系统的
软硬件更新、提高各业务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性能，确保业务系统在
有效工作时间内正常运行，保证各业务系统数据的完整安全性，确
保日常办公信息平台的稳定运行。

1、系统运行正确率:(系统运行正确率=(样本中系统正确处理结果数/样本总量)×100%)95%
2、系统运行用户满意度:(反映用户在使用中的满意情况。)95%
3、合同支付及时率:(合同支付及时率=延期支付天数/计划天数×100%)≤0%
4、平均日维护数(次/日):(平均日维护数(次/日)=维护次数/系统工作日)0.5
5、工作人员使用满意度:(考察操作系统/设备的人员对系统操作易用性的满意程度)95%
6、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维的数量×100%)95%

200.52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8]48号、穗视建办函[2018]49号
200.52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
开支明细：租赁费等。

1、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80%
2、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视频监控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100%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加强视频安全防范系统的高清化 3、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95%
和智能化，提高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为 4、视频专网接入率:(高清视频监控点接入广州市视频专网的比重)95%
赛事活动会议提供安全保障，确保日常安保工作顺利开展。
5、视频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在监控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视频重大安全事故发
生的数量)0起
6、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举办)有效保障

1、经营创收数:(合理利用公共体育场馆增加创收，全年所产生的经济收益)8100万元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体育场地、器材安全率:(中心平面及各场馆的场地及体育器材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
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重大安全事故（不含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事故）)95%
开支内容：1.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场地水电费、安保
3、安全接送率:(及时、安全地接送运动员，没有出现人身安全事故)100%
、卫生、绿化管理，设施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等；2.运动队车辆租用经
保障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和竞技体育训练，加强场馆体育设施开放， 4、全年开放的体育项目:(天河体育中心平面及各场馆全年对外开放的体育项目包括：篮球、乒
33.10
费；3.赴英国、法国、韩国、香港等地交流、比赛及活动，学习先进发 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使用效益，保证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开展。
乓球、羽毛球、游泳、网球、足球、棒球、门球、保龄球、桌球、综合健身项目（包括慢跑、
展经验和体育场馆运行经验；4.聘请编外人员费用。
毽球、太极、健身舞等）)共11项
开支明细：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手续费、水电费、差旅
5、绿化覆盖率:(绿化面积占单位总面积的比重)16.50%
费、因公出国（境）、其他交通费等。
6、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3个
7、入场锻炼人次:(预计全年进入天河体育中心及各场馆锻炼的总人次)350万人次

387.49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009019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009023

广州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009023

009023

009027

009027

009027

运行经费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5]29号、穗视建办函[2018]49号
387.49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
开支明细：委托业务费、租赁费、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视频监控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100%
2、视频专网接入率:(高清视频监控点接入广州市视频专网的比重)95%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加强安全防范系统的高清化和智
3、高清视频图像保存时间:(高清视频监控图像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能化，提高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安防保障和日常
4、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95%
安保工作开展的水平，为重大赛事活动及日常对外开放的监管提供
5、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举办)有效保障
有力的支撑。
6、视频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在监控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视频重大安全事故发
生的数量)0起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
（穗体法宣﹝2017﹞16号）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因公出国
1、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考核合格次数/总考核次数×100%)90%
通过开展运行经费，加强我中心对射击训练项目的管理和日常事务
（经）经费、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工作经费、业务用房物业管理费、运动
2、物业管理面积达标率:(物业管理面积/场馆总面积*100%)100%
310.96
管理，管理和维护业务用房、保障运动队员上学与训练的交通出
队车辆租用经费和机构运行保障经费等。
3、使用单位满意率:(满意及较满意数/参加问卷调查总人数×100%)90%
行，提高我中心的机构运行效益和效率。
开支明细：办公费、其他交通费、因公出国（境）经费、专用材料费、
4、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维修（护）费、物业管理费、咨询费、委托业务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
出等。
申请依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
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2017〕3号）和《广州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穗政数函〔2019〕652号）
5.84
开支内容：1.互联网出口租赁；2.存储设备维护；3.计算机设备及软件
维护；4.机房辅助设备维护；5.技术人员服务；6.计算机网络设备维护
。
开支明细：维修费。

通过全面加强射击管理中心主机网络平台、视频监控平台设备、办
公桌面设备、打印机等各类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软件的维护管
理，全面强化网络机房及相关设备的安全监管，确保各类信息化设
备和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以确保射击管理中心各项管理和
服务工作的需要。

1、服务响应时间:(接报障电话反应时间)≤1小时
2、接到服务工单完成率:(接到系统报障后，修复完成比重)100%
3、设备联网率:(视频监控联网率)100%
4、用户满意度:(满意的用户数/总用户数)95%
5、正常运行率:(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比重)100%
6、修复时间:(接工单后至修复时间)≤48小时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运行经费

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事业
发展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1.科研宣传资料制作及购置、科研活动协作、科研调研差旅
及会议差旅、科研课题管理；2.对体科所办公楼进行物业管理，大院进
135.80 行绿化维护，对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及对消防设施进行日常维护等；3.选
派科研人员赴东京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进行交流学习体质健康研究活
动等；4.聘请编外人员，保障科研业务正常进行。
开支明细：印刷费、差旅费、办公费、科研协作费、专用材料费、因公
出国（境）经费、维修（护）费、劳务费等。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广州市体育局关
于印发2018年课题调研工作方案的通知》穗体法宣【2018】21号；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科研设备维修维护及配件购置、实验耗材购置、开
18.00
展科研业务、实验材料、实验条件及环境改装、科研课题管理等科研活
动；运动员注册工作及生理生化、体能测试等科技服务耗材；国民体质
监测、全民健身促进体质发展宣传等工作经费。
开支明细：劳务费、维修（护）费、差旅调研费、委托业务费等

1、调研报告完成数量:(调研报告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年度计划完成调研报告二份
2、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计划出访2人
3、公共服务能力:(考察经费使用是否使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升
开展科学研究专项业务工作，进行竞技体育科学选材、科学训练、
4、编外人员到位率:(编外人员到位率=实际到位人数/计划招聘人数×100%)100%
反兴奋剂宣传和推进全民健身宣传和科学锻炼指导，提高科研人员
5、物业管理面积:(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年度计划管理物业面积涵盖体科
综合业务能力水平，进而提高运动员运动成绩以及广州市民体质水
所业务用房面积及大院面积约3225平方米。
平，提升天河体育中心沿线环境，促进广州体育名城建设。
6、群众满意度:(考察运动队对科研保障的满意度)运动队满意度达90%以上
7、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年度计划出访二人一团组
8、保障工作正常开展:(考察经费使用是否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正常开展

通过开展体育科研及科技服务专项，提高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科学研
究水平，保障体科所近十个实验室的正常运转并通过CMA和CNAS等
试验认证，完成科技服务和运动员注册、体科科研课题任务；建立
并完善国民体质监测系统，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高市民的
健康素质。

1、出具调研报告:(考察通过外出考察调研学习先进经验形成的调研成果数量)1份
2、安全事故发生数:(考察本单位实验室进行实验过程中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0起
3、考核通过率:(考察本年单位实验室完成实验室验收评审的考核完成情况)100%
4、承担科研项目数量:(考察承担省级和市级科研项目任务数量)3项
5、任务完成率:(考察本年单位承担的科研课题任务完成情况)100%
6、运动员科学选材及科技服务人次:(考察本单位实验室正常运转可提供运动员科技服务人数)
大于10000人次
7、科技服务对象满意度:(运动队对科研保障的满意度)大于90%
8、确保体科所实验室正常运转:(体科所实验室正常运转比例)100%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009027

009032

009032

009034

009034

009034

009034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
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关于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方案编写规范的通知》
开支内容：1、服务器及存储设备维护；2、网络和信息安全设备维护；
34.00
3、音视频设备维护；4、应用系统维护；5、数据资源维护；6、技术人
员驻场服务；7、信息安全服务；8、网络通信链路租赁服务；9、招标
代理服务；10、咨询设计服务；11、监理服务；12、专家服务。
支出明细：委托业务费、网络费等。

1、异常处理能力:(异常处理能力=(系统发现或处理的异常次数/系统所发生的异常总次
数)×100%)95%
2、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在现有维护体系的基础上，全面加强市体科所在主机网络平台，办 维的数量×100%)100%
公室桌面PC，打印机等各类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软件的维护管
3、体育文化宣传与建设成效:(通过微信公众号、国民体质监测平台，有效向市民推广健康生活
理；确保各类信息化设备和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以确保体 知识及健康理念)有效宣传
科所各项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需要；加强各信息化设备及网络设备的 4、系统运行用户满意度:(我所职能部门人员对运维服务进行服务评价的满意度)95%
安全巡检，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类安全隐患。
5、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维的数量×100%)100%
6、项目进度完成及时率:(项目进度完成及时率=（实际天数-计划天数）/计划天数×100%)100%
7、系统正常运行率:(系统正常运行率=所有正常运行系统数量/系统总数×100%)90%以上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1.主要用于赴香港开展学术、专业交流；2.场馆经营成本支
14.00
出。
开支明细：因公出国（境）经费、国有资产占用费、税金及附加、其他
商品服务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手续费。

1、公共服务能力:(考察运行经费使用是否使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升
2、出访人数:(出访人数能达到计划要求)5人
3、交办任务完成率:(出访人员完成交办的出访任务，交办任务完成率=完成任务数/年度工作计
划数×100%)100%
4、安全保障:(场馆全年安全事故发生控制在计划内)处置安全事件次数0起
5、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能达到计划要求)1组
6、工作人员满意度:(出访工作人员对出访交流内容、主题的满意评价度为95%，出访任务完成
后，出访人员均做详细总结评价报告，分享先进的竞赛及管理经验。)95%
7、群众满意度:(通过提升场馆的管理水平，使广大群众在安全舒适的的环境下开展体育活动，
实现群众满意度90%的目标。)90%
8、专业人员资质达标率:(场馆开放，配备充足专业人员，专业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专
业人员数/计划要求的专业人员数×100%)100%

广州珠江游泳场

运行经费

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部门的交流合作，以提高竞技运动水平，
提高管理人员及专技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升公众开放精细化管理，
为打造我市游泳比赛品牌赛事提供借鉴，促进游泳运动在穗港两地
共同发展。通过有效利用经费，保障游泳场场馆日常业务工作的顺
利开展，使群众体育活动得以正常进行，进一步做好体育场馆公益
性服务。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运行经费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体育事
业发展经费

购置经费

1、公共服务能力:(经费使用是否使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提升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穗体法宣〔2017〕16
2、安全保障:(全年安全事故发生次数)零事故
号）、《广州市群众体育工作实施方案》（穗府办〔2013〕49号）
3、租赁场地面积:(实际租赁场地面积是否达到计划要求)95%-98%
开支内容：1.保障中心训练基地和场馆开放所需的人员聘用经费、水电
4、车辆租赁数量:(考察车辆租赁是否达到计划目标数量)3台
及物业管理、法律诉讼等；2.运动队上下课、训练和比赛租用大巴车1 通过开展保障中心日常运转的的人员聘用经费、场馆水电及物业管 5、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个
911.50 台和中巴车2台；3.保障赛艇、皮划艇专项办公、运动员住宿、文化学 理、运动队用房租赁经费和租车等项目，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意识 6、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人员数/聘请的编外人员总数
习租用办公、业务用房；3.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受邀参加比赛及学术交流 及场馆惠民力度，提高后勤保障和体育服务惠民工作水平。
×100%)98%
等。
7、国有资产保障率（%）:(依法依规完成对航海大厦承租方所有拖欠租金的追缴，确保租赁方
开支明细：因公出国（境）费、其他交通费用、劳务费、租赁费、咨询
的利益，保障国有资产不受侵害；计算方法:（国有资产的实际效益÷国有资产的预期效益）
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物业管理费等。
*100%)95%-100%
8、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经费使用是否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正常开展

申请依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群众体育工作实施
方案和竞技体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办〔2013〕49号）和《广
州市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穗体法宣〔2017〕16号）
79.30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运动队训练日常后勤保障经费，承办群众体育赛
事，体育场馆维修维护等支出。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房屋建筑物购建。

1、赛事完成时间:(赛事在既定时间完成)100%
2、维护完成率:(已完成的设施设备维护工作占所有维护工作的比重)100%
通过开展体育事业发展项目，保证市政府主办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 3、运动队满意度:(受训运动队对训练场地的满意度评价)95%
赛及广州市横渡珠江两大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同时为运动员提供合 4、群众满意度:(参赛人员对比赛场地的满意度评价)98%
适的航道训练环境，保障运动队在各大比赛中为广州市代表队争金 5、验收合格率:(购置（维护维修）的设施设备中验收合格的比重)100%
夺银。
6、训练保障率:(能否满足运动队日常训练需要)95%
7、维护及时率:(考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维护工作占所有维护工作的比重)100%
8、安全事故发生数:(项目开展过程中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0起

1、设备购置完成率:(已完成购置的设施设备占计划购置的设施设备的比重)100%
2、设备使用率:(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时间/设备计划使用时间×100%)100%
3、购置合同执行规范率:(购置合同执行规范率=执行规范的购置合同数/当年购置合同数
申请依据：《广州市市属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准》（穗财资〔
通过购置游泳场馆石桌凳、泳场开放设备等物资，保障游泳场馆正 ×100%)100%
2012〕300号）
13.88
常运行，为游客舒适的休息环境，打造良好的健身活动场所，提高 4、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定性指标：反映年度相关设备投入工作中使用后，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提
开支内容：购置游泳场馆石桌凳、泳场开放设备等物资。
本单位工作总体运行效率。
高。)有效提升
开支明细：办公设备购置。
5、群众满意度:(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95%以上
6、办公设备正常运行率:(正常运行率)95%-98%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通过开展信息系统运维项目，确保我单位四个办公区域的IT设备正
常运行，满足办公基本需要，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视频监控设备、
电子屏设备正常运行，能够使得游泳场馆工作人员能实时监控、发
布场馆的情况，保障场游泳馆惠民开放大人流量安全管理的需要；
确保中心电子设备、通讯设备、监控设备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1、系统运行正确率:(系统运行正确率=(样本中系统正确处理结果数/样本总量)×100%)100%
2、工作人员使用满意度:(考察操作系统/设备的人员对系统操作易用性的满意程度)95%以上
3、信息泄露事故数量:(反映项目建设对实现政务网络的安全合规使用的作用。)0%
4、应急机制健全性:(定性指标)健全
5、设备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设备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维的数量×100%)100%
6、信息化运维成本超支率:(信息化运维成本超支率=（运维实际成本-运维预算成本）/运维预
算成本×100%。)≤0%

009034

009034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009034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009035

广州市体育局机关服务中心

009035

009036

009036

009037

运行经费

申请依据：穗工信〔2017〕3号、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标
准）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单位的运维管理体系建立、信息化设备运维、核
8.81
心设备运维、网络及安全运维、应用软件运维、视频系统和会议室设备
运维、移动网络服务进行日常性信息化运行维护工作。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

47.00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8]48号、穗视建办函[2018]49号
47.00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升级改造。
开支明细：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1、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举办)有效保障
2、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视频监控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100%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加强视频安全防范系统的高清化 3、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80%
和智能化，提高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
4、视频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在监控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视频重大安全事故发
力，为赛事活动会议提供安全保障，确保日常安保工作顺利开展。 生的数量)0起
5、视频专网接入率:(高清视频监控点接入广州市视频专网的比重)95%
6、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95%

申请依据：《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穗编字[2001]85号）
250.15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中心物业管理费支出、外聘人员费用支出及设备设
施维护等支出。
开支明细：劳务费、物业管理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维修费等。

通过开展对中心物业及外聘人员的综合管理，进一步做好机关及中
心物业消防安全、卫生、绿化等相关工作，确保各项物业安全，保
障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不断提高外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学习
境外体育发展先进经验，深化体育国际合作，为机关提供更加细致
、周到的后勤保障服务，保证机关工作正常高效运转和大赛活动顺
利举办。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1.亚体文化中心运行水电、外围养护、物资处理费用、设备
等安装维护、物业管理、聘请人员费用；2.广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场馆开
放公众保险费用、惠民开放宣传费、设施设备维保费、律师咨询费等；
384.95
3.开展广州市社会体育组织及协会工作会议和业务培训；4.赴国内城市
调研考察群众体育活动，学习先进经验；5 .赴美国、加拿大的登山协
会进行徒步线路规划及行业发展形势考察调研等。
开支明细：维修（护）费、水电费、委托业务费、劳务费、因公出国
（境）经费

1、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2、编外人员到位率:(编外人员到位率=实际到位人数/计划招聘人数×100%)100%
3、物业管理面积:(根据纳入管理的面积覆盖率计分。计算方式：实际管理面积覆盖率/预期目
标*100，最高不超过100分。)100%
通过学习交流、会议培训、人员配备和设备设施的不断完善，保障
4、调研报告完成数量:(出具调研报告份数)2份
亚体文化中心及全民健身中心长期安全有序运行，加快体育产业的
5、会议参与人次数:(计算方法：按实际发生数统计。)200人次
发展，加大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扶持培育，促进体育协会科学、健康
6、培训人数:(计算方法：按实际发生数统计。)140人次
、可持续发展。
7、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人
8、工作人员满意度:(考察单位工作人员对内部培训的满意度评价)95%
9、绿化保洁工作完成率:(考察绿化保洁工作是否按计划完成，绿化保洁工作完成率=实际完成
绿化保洁工作量/计划完成绿化保洁工作量×100%)100%

1、物业管理面积达标率:(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100%
2、保障工作正常开展:(考察经费使用是否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正常开展
3、工作人员满意度:(工作人员对物管服务的满意度评价)90%或以上
4、编外人员招聘数量:(考察计划招聘的编制外人员是否按计划数量到位)10人

广州市群众体育指导中心

运行经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009037

009037

009037

009037

运行经费

1、编外人员年度考核完成率:(考察编外人员是否全部参与年度考核，编外人员年度考核完成率
=实际参加考核人员数量/在岗人员数量×99%)100%
2、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考核合格次数/总考核次数
×100%)100%
申请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3、验收合格率:(验收合格率=验收合格的设备数量/当年购置设备数量×100%)100%
、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4、出访人数:(出访人数达到计划要求比率)100%
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通过项目实施，提升校馆设施设备应用效能和形象环境及安全体验
5、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定性指标：反映年度相关设备投入工作中使用后，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提
开支内容：1.对学院高职教育、文化交流、校园和体育场馆日常安保、 认同，强化体育文化交流服务保障，丰富学院文化馆藏资源，推动
高。)有效提升
1,052.01 卫生、绿化管理等运行业务进行保障，包括：图书馆建设项目经费、文 职业教育教学、科研、创新社会化应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
6、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达到市政府及外事局批复要求比率)100%
化交流中心服务采购项目、设施设备维修保养经费、教育局师资队伍建 作，从而增强学院竞技体育、职教教育、文化交流的区域乃至国际
7、办公设备正常运行率:(正常运行率)100%
设工作经费、广州市属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及科研项目工作经费； 化辐射影响。
8、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人员数/聘请的编外人员总数
2.赴美国春田、芬兰,西班牙学习职业教育的先进管理与教学经验等。
×100%)100%
开支明细：维护费、专用材料、委托业务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
9、绿化保洁工作质量达标率:(绿化保洁工作质量达标率=考核合格次数/总考核次数
×100%)100%
10、交办任务完成率:(交办任务完成率=完成任务数/年度工作计划数×100%)100%
11、培训班次:(培训工作按计划完成要求比率)100%

购置经费

1、设备预设功能达标率:(设备预设功能达标率=设备到位后能实际运行的功能/按计划规定运行
的功能×100%)100%
2、购置合同执行规范率:(购置合同执行规范率=执行规范的购置合同数/当年购置合同数
×100%)100%
申请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13
3、合同进度款支付率:(合同进度款支付率=按合同进度款支付金额/合同总金额×100%)100%
号、教学[1992]7号、穗府〔2013〕31号、穗府办〔2013〕49号、穗体 通过项目实施，保障学院日常工作正常运转，保障运动员基础文化
4、用户满意度:(购置项目需求满意度评价)98%
竞〔2015〕45号及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实施
教育有序进行，推动职业教育术科教学的实践性，提升对外交流、
182.65
5、设备使用率:(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时间/设备计划使用时间×100%)100%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购置经费、其他购置经费。
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应用效能，强化体育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确保竞
6、政府采购率:(政府采购率=实际政府采购项目数/应政府采购项目数×100%)98%
开支明细：维护费、专用材料费、专用设备费、办公家具、其他资本性 技体育、高职教育、体育文化交流质量提升和发展。
7、设备计划持续使用时间:(设备到位后实际使用与计划使用的时间比率。)100%
支出、委托业务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
8、应急处置可替换率:(应急处置可替换率=设备故障后可以启用的备用设备数量/发生故障的设
备数量×100%)98%
9、购置计划执行率:(购置计划执行率=按照计划及时购买安装的设备（含车辆和专用耗材）/计
划购买安装的设备（含车辆和专用耗材）×100%)100%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经费

1、系统重大故障导致经济损失次数:(反映年度应系统重大故障导致经济损失次数。)0
2、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硬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申请依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
维的数量×100%)100%
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2017〕3号）和《广州市
3、系统运行正确率:(系统运行正确率=(样本中系统正确处理结果数/样本总量)×100%)100%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
4、维护响应机制健全性:(定性指标)健全
在本项目周期内对服务器（含操作系统）、存储（含存储介质）、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穗政数函〔2019〕652号）
5、系统运行用户满意度:(反映用户在使用中的满意情况。)不低于95%
教学设备（含教学电脑、投影仪、电教设备）、网络和信息安全设
100.00 开支内容：1.服务器和相关设备维护；2.电脑设备维护；3.网络及信息
6、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软件运营维护数量计划完成率=实际完成的运维数量/计划运
备、机房环境和音视频设备等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工具软件以及
安全设备维护；4.网络通信维护；5. 不间断电源、空调、环境监控等
维的数量×100%)100%
安全运行实现有效运行维护。
机房设备维护；6.音视频（教学设备） 教学多媒体设备；7.应用系统
7、运维实施率:(运维实施率=实际运维次数/合同约定运维次数×100%)100%
维护；8.基础软件维护 ；9.运维人力服务等。
8、信息泄露事故数量:(反映项目建设对实现政务网络的安全合规使用的作用。)0
开支明细：租赁费、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等。
9、系统响应速率:(系统响应速率=(系统高峰时段平均响应时间/合理的响应时间)×100%)≤5分
钟

申请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学院高职教育提升，包括人才培养体系结构更加
合理、服务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更加完善、以专
195.04
业为载体的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和覆盖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开支明细：维护费、办公设备、专用设备、专用材料、委托业务费、其
他资本性支出、差旅费、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咨询费、劳务费、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

通过项目实施确保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和发展，通过高等职业教育补
助建设，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的结构更加合
理、质量持续提高，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水平显著提升，促使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

1、奖助学生覆盖率:(实际享受奖助学生数与应享受奖助学生数占比)100%
2、受奖助学生满意度:(对奖助工作组织、实施全过程的综合评价)98%
3、重点品牌专业:(考察本校重点品牌专业建设情况)＞5个
4、双师素质教师数量:(考察本校获得双师认证的教师数量)114人
5、硕士学历教师占比:(考察专任教师中硕士学历以上教师占所有专任教师的比重)≥60%
6、国际合作项目数:(考察本校进行国际合作的项目数量)≥3个
7、管理制度保障:(考察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包括章程配套制度体系、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项目库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绩效考核办法等)5个
8、任务完成率:(考察本年度实际完成任务数量占本年度计划完成任务数量)100%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1

2

3

4

5

6

通过竞技体育训练发展专项经费有效投入，以训练竞赛后勤保障重
要措施，以基地认定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改善训练、竞赛、科研等
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条件，确保田径等14支队伍训练后勤保障工作
顺利实施，从而推进我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工作，提升我市竞技体
育水平，完成上级下达各类竞赛任务。

1、提升基地质量标准:(为国家队来院训练的设施、服务水平等提高情况)提升
2、跟踪保障覆盖率:(考察对本单位运动员参加的体育赛事的跟踪保障情况)100%
3、支出及时率:(考察资金支付的时效是否符合合同要求)100%
4、参赛运动员满意度:(考察参赛运动员对参赛保障等的满意度评价)98%
5、宣传覆盖面:(考察体育文化宣传、交流活动覆盖率)98%
6、宣传工作完成率:(考察奥运跟踪综合宣传工作目标达成)100%
7、单项赛事排名:(考察我院输送奥运水平运动员世界排名水平)前五名
8、获得金牌数:(考察跟踪运动员奥运比赛获得金牌数)参加项目有金牌获得
9、赛风赛纪和兴奋剂事件出现次数:(考察输送运动员世界大赛出现赛风赛纪和兴奋剂事件的次
数)0次

009037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事业
发展经费

申请依据：根据《广州市竞技体育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转发<国家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办法>的通知》（粤体青[2015]15号）精
神，结合2020年的训练工作计划，加强我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促进我
市竞技体育良性发展。
85.00
开支内容：竞技体育竞赛专项经费、竞技体育训练发展专项经费、群众
体育活动经费、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财政补贴项目。
开支明细：维护费、专用设备、专用材料费、委托业务费、差旅费、印
刷费、劳务费、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

009037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专项资金

90.00

009037

广州市体育局社会治安视频监控
系统租赁和建设经费

1、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80%
2、视频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在监控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视频重大安全事故发
申请依据：穗视建办函[2015]29号、穗视建办函[2018]48号、穗视建办
通过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加强安全防范系统的高清化和智 生的数量)0起
函[2018]49号
90.00
能化，提高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技防保障和 3、视频专网接入率:(高清视频监控点接入广州市视频专网的比重)95%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高清视频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
4、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视频监控年度运维考核及格率)100%
日常安保工作开展的水平，为赛事活动会议提供安全保障。
开支明细：租赁费、建设改造费、监理费、验收测评费。
5、赛事活动安全保障程度:(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有效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举办)有效保障
6、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高清视频监控点完好率)95%

009046

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挂广州亚运会
亚残运会博物馆牌子）

009046

009046

009046

009046

运行经费

广州体育文化博物馆（挂广州亚
运会亚残运会博物馆牌子）体育事业
发展经费

申请依据：《博物馆条例》、《广州市博物馆规定》、广州市体育局关
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穗
体法宣〔2017〕16号 ）
1、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发生数量)0起
开支明细：1.博物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括场地水电费、安保、
2、物业管理工作按时完成率:(考察各项物业管理工作是否按时完成)100%
通过为业务项目提供后勤保障，确保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加强
310.43 卫生、绿化管理，设施设备的购置、维护和聘请工作人员等等，2.亚运
3、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物业管理工作验收合格率=考核合格次数/总考核次数
内部运行保障服务，提高业务工作服务水平。
会商标续展产生的相关费用；3.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产生的劳务费
×100%)100%
。
4、物业管理面积达标率:(考察物业管理面积是否达到计划面积要求)100%
开支明细：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劳务费、差旅费、水电费、维修(护)
费、委托业务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物业管理费等。
1、安全事故发生数:(考察展览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0起
2、宣传覆盖面:(考察所征集藏品在展览、微信推送、馆刊等利用率)80%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3、购置完成率:(考察已完成购置的藏品数量占计划购置的藏品数量的比重)100%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4、征集藏品数量:(考察从各途径征集的符合要求藏品数量藏)约6件（套）
通过开展藏品征集、各项展览、宣传广州体育文化，提升体育文化
45.00 开支内容：1.藏品征集；2.配合2020年体育赛事举办系列展览等。
5、文化宣传效果满意度:(考察社会公众对场馆采取的文化宣传措施和文化宣传效果的满意度评
形象，优化场馆体育文化宣传功能，提升体育文化氛围。
开支明细：文物和陈列品购置、委托业务费、印刷费、劳务费、邮电费
价)80%
等。
6、验收合格率:(考察从国家规定的文物经营机构购买（拍卖）的文物藏品)100%
7、陈列展览用房面积:(考察举办专题展览实际用地面积)600平方米
8、群众满意度:(考察进馆群众对博物馆各项展览完成质量、完成情况的满意度评价)85%

购置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购置计划执行率:(购置计划执行率=按照计划及时购买安装的设备（含车辆和专用耗材）/计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通过提供良好的设施设备，确保展厅展览安全顺利开展，加强公共 划购买安装的设备（含车辆和专用耗材）×100%)100%
32.92 开支内容：1.对29个通柜内展示麻布展板（展墙+底板）进行更换；2. 体育场馆服务水平，为广大市民参观提供优质化服务和感受。
2、设备购置完成率:(已完成购置的设施设备占计划购置的设施设备的比重)100%
更换积木、展托、展架。
3、用户满意度:(考察使用人员对新购置的设施设备的满意度评价)90%
开支明细：设备购置费。
4、设备使用率:(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时间/设备计划使用时间×100%)100%

房屋维护维修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43.92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亚运展馆区域地毯及指示牌更换及维护等。
支出明细：维修（护）费。

通过改善展厅参观环境，进一步做好藏品预防性保护工作，吸引更
多的参观者参观和了解亚运博物馆，有效的传承广州亚运文化、传
播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广州亚运精神，更好的宣传展示广州亚运体
育文化，促进体育文化交流与进步

1、工程验收一次性合格率:(一次性验收合格率=项目通过一次性验收个数/项目参与验收数量
×100%)100%
2、工程施工完成及时率:(工程施工完成及时率=（1-超期工时/计划工时）×100%)100%
3、安全性:(定性指标：对房屋及其构筑物的安全性和合格率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保障工作
人员人身安全。)安全
4、维修工程计划完成率:(维修工程计划完成率=实际维护数量/计划维护数量×100%)100%

表15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部门名称：广州市体育局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2020年预算

1

2

3

009046

009047

009047

009047

009048

009048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

项目内容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主要绩效指标

4

5

6

申请依据：《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政府
1、工单响应时间:(接到报障电话后最迟响应时间)1小时
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工信〔2017〕3号）和《广州市
2、正常运行率:(信息系统正常运行比重)100%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广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运行维护类
通过标准规划化的运行维护，提升系统运维的效率，确保信息系统 3、购买/租赁系统备件数量计划完成率:(云平台租赁内容采购完成比重)90%
31.10 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穗政数函〔2019〕652号）
在工作时间内正常运行，保证各应用系统数据的完整安全性
4、服务工单完成率:(服务工单处理完成比重)100%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含软硬件设备维护、各应用系
5、运维年度考核:(运维年度考核得分率)80%
统维护与更新、云平台租赁等。
6、云平台租赁采购完成率:(云平台租赁内容采购完成比重)90%
支出明细：运维采购费、云平台资源租赁费等

广州市体育竞赛中心

广州市体育竞赛中心体育事业发
展经费

运行经费

申请依据：《广州市群众体育工作实施方案》和《广州市竞技体育工作
实施方案》（穗府〔2013〕49号）
1、参赛总人数:(考察参加各类专业或者业余赛事的总人数)约1100人
开支内容：1、裁判员差旅费及劳务；2、医疗费用；3、安保费用；4、
2、赛事宣传活动数量:(开展体育赛事宣传活动数量)2次以上
3、赛事满意度:(考察赛事参赛选手、投入人员、观众对赛事举办效果的满意度评价)85%
志愿者费用；5、外聘人员工作费用；6、广马航拍服务；7、媒体宣
通过开展龙舟赛事，使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日益品牌化、国际化，
传，赛事推广费用；8、赛事管理费及运动员奖金；9、水上秩序维护
4、赛风赛纪和兴奋剂事件出现次数:(考察体育赛事出现赛风赛纪和兴奋剂事件的次数)0次
26.71
组织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赛事交流，提高办赛水平及积累办赛经
5、赛事完成时间:(赛事在既定时间完成)100%
费，运输艇租赁费申办大型体育赛事；9、训练补助费及奖金；10、邀
验。
请国际体育组织人员来穗考察、赴外地进行项目洽谈、汇报工作等费
6、参赛运动员满意度:(考察参赛运动员对参赛保障等的满意度评价)98%
用；11、保险、税费、协办费等。开支明细：办公费、邮电费、印刷费
7、投入人员:(考察参与组织、开展由本单位举办或承办的赛事活动的人数)500名
、咨询费、差旅费、租赁费、培训费、专用材料、劳务费、委托业务费
8、外出赛事交流及学习:(外出赛事交流及学习次数)3次以上
、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税费、奖励金、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广州市竞技
体育工作实施方案》（穗府办〔2013〕49号）；《广州市体育设施向社
会开放管理办法》（穗府办〔2013〕45号）
开支内容：1.组织赛事人员培训；2.用于对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包
7.00
括维修费、税费劳务费等业务运行费用支出；3.外访洽谈观摩国际赛事
。4.编外人员聘用。5.编制内8%人员费用支出
开支明细：培训费、劳务费、税金及税费、维修费、其他交通费用、差
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等。

通过业务运行保障及人员聘用项目，保证单位各项业务的顺利开
展，保障日常业务正常运行。做好赛事骨干、裁判培训，以及外出
交流、学习，申办和引进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项目。更好的承办大型
国际体育赛事。

1、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
2、出访人数:(出访人数是否达到计划要求)1人
3、编外人员工资支付及时性:(考察编外人员工资是否及时完成支付)及时
4、经营创收金额:(全年所产生的经济收益)300万元
5、编外人员到位率:(编外人员到位率=实际到位人数/计划招聘人数×100%)100%
6、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是否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正常开展

申请依据：《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穗体法宣〔2017〕16号 ）
开支内容：主要用于对场馆日常业务运行进行保障以及赴国外进行考察
调研，包括：定期召开体育场馆管理工作会议，组织培训、制定体育场
46.82 馆管理办法和聘请专家参与指导体育场馆管理工作等；赴国外学习世界
运动会举办国在赛事举办场地、设施、举办模式、赛事机构、组织活动
形式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
开支明细：委托业务费、劳务费、培训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及因公
出国（境）经费等。

通过开展和实施体育场馆管理工作和赴国外进行学习交流，提高体
育场馆规范管理意识，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提升体育场馆管理工
作人员业务水平，提高体育场馆利用率，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1、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编外人员资质达标率=资质达标的人员数/聘请的编外人员总数
×100%)100%
2、保障工作正常开展:(考察经费使用是否保障工作正常开展)正常开展
3、出国组团数量:(出国组团数量达到计划要求)一组
4、程序规范性:(委托第三方公司协助局属单位基建结算，规范局属单位基建流程，公平、公正
、公开进行业务工作。)规范
5、工作人员满意度:(对局属单位运动场馆设施维护评价)≥90%
6、出访人数:(出访人数达到计划要求)一人

广州市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中心

运行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