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一般公共预算 49,078,110 一、基本支出 36,564,210 

    1、财政拨款 46,464,910     1、工资福利支出 32,342,539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58,951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7,200     3、商品服务支出 3,262,72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76,00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86,463,9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73,950,000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75,688,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3、基本建设项目

五、其他各项收入     4、其他项目 10,775,600 

六、上级转移支付

本年收入合计 123,028,110 本年支出合计 123,0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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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合计 123,028,110 49,078,110 46,464,910 73,950,000 

060001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66,196,168 14,297,668 11,786,468 51,898,5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89,000 189,000 189,000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5,001,935 5,001,935 5,001,935 

207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体育） 1,695,100 1,695,100 1,695,100 

207 03   03   机关服务（体育） 2,511,200 2,511,200 

207 03   06   体育训练 580,000 580,000 58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2,270,000 2,270,000 2,270,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410,000 410,000 4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7,680 67,680 67,6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26,377 726,377 726,37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8,710 308,710 308,7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7,666 537,666 537,666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1,898,500 51,898,500 

060004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 1,336,719 859,419 859,419 477,300 

207 03   04   运动项目管理 278,000 278,000 278,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420,466 420,466 420,46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550 75,550 75,55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2,109 32,109 32,1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294 53,294 53,294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477,300 477,300 

060006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8,656,873 6,260,273 6,260,273 2,396,600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07 03   07   体育场馆 5,087,809 5,087,809 5,087,809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48,711 248,711 248,71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33,711 433,711 433,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84,327 184,327 184,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5,715 305,715 305,715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396,600 2,396,600 

060007 郑州市体育分会 13,742,642 4,473,642 4,473,642 9,269,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3,603,062 3,603,062 3,603,06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53 38,653 38,653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91,930 391,930 391,93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6,570 166,570 166,57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3,427 273,427 273,42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269,000 9,269,000 

060008 郑州市网球中心 1,918,597 1,267,197 1,202,397 651,4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059,794 1,059,794 994,99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8,467 98,467 98,46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1,849 41,849 41,84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4,927 64,927 64,92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51,400 651,400 

060009 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2,133,987 1,891,187 1,891,187 242,8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1,390,898 1,390,898 1,390,898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财政专户管理
的非税收入

其他各项收
入

上级转移支
付

类 款 项 小计
其中：财政拨

款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3,040 23,040 23,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4,268 224,268 224,26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314 95,314 95,3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7,667 157,667 157,66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42,800 242,800 

060010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27,325,892 18,311,492 18,274,292 9,014,40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13,528,193 13,528,193 13,490,993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5,171 585,171 585,17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04,441 1,904,441 1,904,44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09,387 809,387 809,38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84,300 1,484,300 1,484,3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014,400 9,014,400 

060012 郑州市航海体育场 1,717,232 1,717,232 1,717,232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263,499 1,263,499 1,263,499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480 6,480 6,4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4,488 214,488 214,48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1,157 91,157 91,15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1,608 141,608 141,608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123,028,110 36,564,210 32,342,539 958,951 3,262,720 86,463,900 75,688,300 10,775,600

060001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66,196,168 6,642,368 5,527,548 77,760 1,037,060 59,553,800 54,553,800 5,00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89,000 189,000 189,000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5,001,935 5,001,935 3,954,795 10,080 1,037,060

207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体育） 1,695,100 1,695,100 1,695,100

207 03   03   机关服务（体育） 2,511,200 2,511,200 2,511,200

207 03   06   体育训练 580,000 580,000 58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2,270,000 2,270,000 2,270,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410,000 410,000 4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7,680 67,680 67,6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26,377 726,377 726,37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8,710 308,710 308,7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7,666 537,666 537,666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1,898,500 51,898,500 46,898,500 5,000,000

060004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 1,336,719 709,419 581,419 128,000 627,300 627,300

207 03   04   运动项目管理 278,000 128,000 128,000 150,000 15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420,466 420,466 420,46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550 75,550 75,55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2,109 32,109 32,1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294 53,294 53,294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477,300 477,300 477,300

060006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8,656,873 3,900,273 3,334,562 248,711 317,000 4,756,600 4,756,6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5,087,809 2,727,809 2,410,809 317,000 2,360,000 2,36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48,711 248,711 248,71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33,711 433,711 433,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84,327 184,327 184,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5,715 305,715 305,715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396,600 2,396,600 2,396,600

060007 郑州市体育分会 13,742,642 3,303,642 2,987,709 48,733 267,200 10,439,000 10,439,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3,603,062 2,433,062 2,155,782 10,080 267,200 1,170,000 1,170,000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53 38,653 38,653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91,930 391,930 391,93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6,570 166,570 166,57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3,427 273,427 273,42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269,000 9,269,000 9,269,000

060008 郑州市网球中心 1,918,597 782,397 715,437 2,160 64,800 1,136,200 1,136,2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059,794 574,994 510,194 64,800 484,800 484,8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8,467 98,467 98,46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1,849 41,849 41,84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4,927 64,927 64,92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51,400 651,400 651,400

060009 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2,133,987 1,891,187 1,720,047 23,040 148,100 242,800 242,8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1,390,898 1,390,898 1,242,798 148,1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3,040 23,040 23,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4,268 224,268 224,26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314 95,314 95,3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7,667 157,667 157,667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42,800 242,800 242,800

060010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27,325,892 17,617,692 15,915,625 552,067 1,150,000 9,708,200 3,932,600 5,775,60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13,528,193 12,834,393 11,717,497 4,896 1,112,000 693,800 693,8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5,171 585,171 547,171 3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04,441 1,904,441 1,904,44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09,387 809,387 809,38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84,300 1,484,300 1,484,3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014,400 9,014,400 3,238,800 5,775,600

060012 郑州市航海体育场 1,717,232 1,717,232 1,560,192 6,480 150,56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263,499 1,263,499 1,112,939 150,5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480 6,480 6,4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4,488 214,488 214,488



郑州市体育局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1,157 91,157 91,15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1,608 141,608 141,608



郑州市体育局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单位：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金额 项目

一、一般公共预算 49,078,110 一、基本支出 36,564,210 

    1、财政拨款 46,464,910     1、工资福利支出 32,342,539 

    2、专项收入     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958,951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37,200     3、商品服务支出 3,262,720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576,000     4、资本性支出

    5、其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二、项目支出 86,463,9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73,950,000     1、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 75,688,3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债务项目

    3、基本建设项目

    4、其他项目 10,775,600 

本年收入合计 123,028,110 本年支出合计 123,028,110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49,078,110 36,564,210 32,342,539 958,951 3,262,720 12,513,900 12,513,900 

060001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14,297,668 6,642,368 5,527,548 77,760 1,037,060 7,655,300 7,655,3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89,000 189,000 189,000 

207 03   01   行政运行（体育） 5,001,935 5,001,935 3,954,795 10,080 1,037,060 

207 03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体育） 1,695,100 1,695,100 1,695,100 

207 03   03   机关服务（体育） 2,511,200 2,511,200 2,511,200 

207 03   06   体育训练 580,000 580,000 58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2,270,000 2,270,000 2,270,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410,000 410,000 410,0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7,680 67,680 67,6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26,377 726,377 726,37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08,710 308,710 308,71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7,666 537,666 537,666 

060004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 859,419 709,419 581,419 128,000 150,000 150,000 

207 03   04   运动项目管理 278,000 128,000 128,000 150,000 15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420,466 420,466 420,466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5,550 75,550 75,55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32,109 32,109 32,10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53,294 53,294 53,294 

060006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6,260,273 3,900,273 3,334,562 248,711 317,000 2,360,000 2,360,0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5,087,809 2,727,809 2,410,809 317,000 2,360,000 2,36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48,711 248,711 248,71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33,711 433,711 433,71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84,327 184,327 184,32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305,715 305,715 305,715 

060007 郑州市体育分会 4,473,642 3,303,642 2,987,709 48,733 267,200 1,170,000 1,170,0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3,603,062 2,433,062 2,155,782 10,080 267,200 1,170,000 1,170,0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8,653 38,653 38,653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391,930 391,930 391,93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66,570 166,570 166,570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出 资本性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经
济发展项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 其他项目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73,427 273,427 273,427 

060008 郑州市网球中心 1,267,197 782,397 715,437 2,160 64,800 484,800 484,80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059,794 574,994 510,194 64,800 484,800 484,8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160 2,160 2,1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8,467 98,467 98,467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1,849 41,849 41,84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4,927 64,927 64,927 

060009 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1,891,187 1,891,187 1,720,047 23,040 148,100 

207 03   08   群众体育 1,390,898 1,390,898 1,242,798 148,1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3,040 23,040 23,0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4,268 224,268 224,26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5,314 95,314 95,314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57,667 157,667 157,667 

060010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18,311,492 17,617,692 15,915,625 552,067 1,150,000 693,800 693,800 

205 03   02   中等职业教育 13,528,193 12,834,393 11,717,497 4,896 1,112,000 693,800 693,80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5,171 585,171 547,171 3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904,441 1,904,441 1,904,44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09,387 809,387 809,38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84,300 1,484,300 1,484,300 

060012 郑州市航海体育场 1,717,232 1,717,232 1,560,192 6,480 150,560 

207 03   07   体育场馆 1,263,499 1,263,499 1,112,939 150,56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6,480 6,480 6,48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4,488 214,488 214,488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91,157 91,157 91,15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41,608 141,608 141,608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合计 49,078,110 36,564,210 32,342,539 958,951 3,262,720 12,513,900 12,513,900

301 01 基本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2,073,684 2,073,684 2,073,684

301 01 基本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9,407,868 9,407,868 9,407,868

301 02 津贴补贴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1,501,452 1,501,452 1,501,452

301 02 津贴补贴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720,844 2,720,844 2,720,844

301 07 绩效工资 501 01 工资奖金津补贴_行政 350,604 350,604 350,604

301 07 绩效工资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7,308,060 7,308,060 7,308,06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726,377 726,377 726,377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3,342,855 3,342,855 3,342,855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308,710 308,710 308,71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420,713 1,420,713 1,420,71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1 02 社会保障缴费_行政 29,055 29,055 29,055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133,713 133,713 133,713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1 03 住房公积金_行政 537,666 537,666 537,666

301 13 住房公积金 505 01 工资福利支出_事业 2,480,938 2,480,938 2,480,938

302 01 办公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2,211,300 516,200 516,200 1,695,100 1,695,100

302 01 办公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079,960 2,069,960 2,069,960 10,000 10,000

302 11 差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0,000 20,000 20,000

302 16 培训费 502 03 培训费_行政 189,000 189,000 189,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2 06 公务接待费_行政 10,000 10,000 1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29,000 29,000 29,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502 04 专用材料购置费_行政 5,771,200 5,771,200 5,771,2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40,000 140,000 140,000

302 26 劳务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636,600 636,600 636,600

302 28 工会经费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132,800 132,800 132,8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2 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_行政 30,000 30,000 3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50,000 50,000 5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502 01 办公经费_行政 324,360 324,360 324,36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行政 23,700 23,700 23,7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5 02 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4,128,700 76,700 76,700 4,052,000 4,052,000

303 01 离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222,283 222,283 222,283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科目名称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工资福利支

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

出

商品服务支
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目

基本建设项
目

其他项目

303 02 退休费 509 05 离退休费 711,612 711,612 711,612

303 05 生活补助 509 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25,056 25,056 25,056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合计 36,564,210 36,564,210

301 01 基本工资 11,481,552 11,481,552

301 02 津贴补贴 4,222,296 4,222,296

301 07 绩效工资 7,658,664 7,658,664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069,232 4,069,232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29,423 1,729,42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62,768 162,768

301 13 住房公积金 3,018,604 3,018,604

302 01 办公费 2,586,160 2,586,16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39,000 39,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32,800 132,8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 8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24,360 324,36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00,400 100,400

303 01 离休费 222,283 222,283

303 02 退休费 711,612 711,612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 一般公共预算

类 款 科目名称 小计 其中：财政拨款

303 05 生活补助 25,056 25,056



郑州市体育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三公”经费预算数

合    计 119,000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39,000

3、公务用车费 80,00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0,000

      （2）公务车购置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
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郑州市体育局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利

支出

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
助支出

商品服务
支出

资本性支
出

小计
社会事业和
经济发展项

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目

合计 73,950,000 73,950,000 63,174,400 10,775,600

060001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51,898,500 51,898,500 46,898,500 5,000,0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51,898,500 51,898,500 46,898,500 5,000,000

060004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 477,300 477,300 477,3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477,300 477,300 477,300

060006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2,396,600 2,396,600 2,396,6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396,600 2,396,600 2,396,600

060007 郑州市体育分会 9,269,000 9,269,000 9,269,0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269,000 9,269,000 9,269,000

060008 郑州市网球中心 651,400 651,400 651,4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651,400 651,400 651,400

060009 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242,800 242,800 242,8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42,800 242,800 242,800

060010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9,014,400 9,014,400 3,238,800 5,775,600

229 60   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9,014,400 9,014,400 3,238,800 5,7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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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体育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科目编码

单位（科目名
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小计
工资福
利支出

对个人
和家庭
的补助
支出

商品服
务支出

资本性
支出

小计

社会事
业和经
济发展
项目

债务项
目

基本建
设项目

其他项
目



郑州市体育局政府采购预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采购项目 采购目录 规格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金额

科目代码

单位名称
类 款 项

合计 30 11,000,000

229 60 03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市级全民健身工程经费 其他专用材料 条 20 10,000,000

229 60 03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 青少年训练活动经费 其他专用材料 艘 10 1,000,000

备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部门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要向中小企业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业
的比例不低于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20%。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李培建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立项依据

（1）《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4〕54号）
（2）《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体育局关于下达2017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
资金的通知》（豫财科〔2017〕66号）
（3）《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8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的通
知》（豫财科〔2017〕21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项目实施计划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年度绩效目标

郑州体育馆主要承担着为全民健身、体育竟训提供场馆服务和保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职责。
场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73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3038名。郑州市体育馆属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能够极大缓解场馆日常维护、能源费用、公益性体育活动举
办、设施设备更新、运营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压力，更高质量保障全民健身和竞赛训练开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面积 =2860平方米

质量 项目结项率 =100%

时效 场馆补助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体育馆运行情况改善 有效改善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开放运动群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免费低收费开放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体育馆配套设施及资金 及时有效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扶持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齐秋波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57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57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76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76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我市《2019--2022周期青少年体育工作规划意见》，本周期，在青少年工作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统领，以增强青少年体质为根本目标，以建立和完善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主
线，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浓厚“大体育”氛围，构建“四级训练体系”模式，
厚植郑州市青少年体育优势，努力构建高水平创新型青少年竞技体育训练新格局，推动我市青少
年竞技体育工作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以 “大体育”理念为发展方向，围绕“发
现、培养、输送、跟踪”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四级训练体系”的作用，制定青少年
竞技体育工作评价标准，促进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发展。
根据此意见，对我市四级训练体系各个模块进行经费扶持

立项依据

依照《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
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
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9年青少年体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划》、《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评估标准》、《
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进一步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精品工程；通过开展认定工作，
择优扶持，强化管理，实施体育后备人才精品工程。“基地”认定已经成为业余训练工作的重要
抓手，有效激励和调动了各省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积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进一步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实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精品工程；通过开展认定工作，
择优扶持，强化管理，实施体育后备人才精品工程。

项目实施计划

测算明细如下：
（1）社会力量办运动队                      50万
乒乓球队30万，羽毛球队10万，击剑队10万
（2）省队市办（塔沟武校）                 60万         
（3）市队校办（承担省运会金牌任务登封教体局）50万
（4）市四级训练扶持经费397万
其中：
①各级训练基地 50万
②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51万
③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240万
④体育俱乐部 16万
⑤全市基地、传校新周期认定工作经费及教师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培训及工作经费40万
（5）省级活动中心和活动营地配套资金240万
其中：
省级青少年户外活动中心1个（嵩皇体育小镇），配套资金200万元
2个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2个，配套经费共40万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测算明细如下：
（1）社会力量办运动队                      50万
乒乓球队30万，羽毛球队10万，击剑队10万
（2）省队市办（塔沟武校）                 60万         
（3）市队校办（承担省运会金牌任务登封教体局）50万
（4）市四级训练扶持经费397万
其中：
①各级训练基地 50万
②单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51万
③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240万
④体育俱乐部 16万
⑤全市基地、传校新周期认定工作经费及教师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培训及工作经费40万
（5）省级活动中心和活动营地配套资金240万
其中：
省级青少年户外活动中心1个（嵩皇体育小镇），配套资金200万元
2个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2个，配套经费共40万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对四级训练体系各个模块的扶持，进一步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实施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精品工程；促进各级各类体育学校提高后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我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改革与开展，更好地适应我市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通过扶持，
预计我市20万青少年得到受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扶持体系人次 >100000人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资金下达及使用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建立四级运动体系 完备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扶持对象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扶持对象时限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经费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经费项目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齐秋波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459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459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4602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4602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落实国家、河南省青少年体育发展规划，促进我市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发掘、培养、输送、提
高工作有序进行，在世界、全国、省级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添彩助力
。

立项依据

依照《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
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
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9年青少年体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划》、《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评估标准》、《
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加强我市体育工作的开展从2019年开始参加全国皮划艇青年锦标赛，全国赛艇青年锦标赛。参加
河南省年度赛艇皮划艇冠军赛，河南省赛艇皮划艇年度锦标赛。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加强我市体育工作的开展从2019年开始参加全国皮划艇青年锦标赛，全国赛艇青年锦标赛。参加
河南省年度赛艇皮划艇冠军赛，河南省赛艇皮划艇年度锦标赛。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资金需求为325.17万元，2021和2022年资金需求均为325.17万元。资金来源为体育彩票公
益金，专项资金使用年限为1年。
测算明细如下：
（1）组织市竞技比赛活动（含参加省级竞赛）20万
2020年郑州市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含参加省级竞赛）8万2020年郑州市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含
参加省级竞赛）8万
2020年郑州市青少年棒垒球锦标赛（含参加省级竞赛）4万
（2）水上项目经费305.17
①水上项目与郑州市九十四中学进行体教结合，根据合作协议每年通过财政拨付给九十四中学27
万元。
②水上项目与丰合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签订了场地使用协议，根据协议每年付给丰合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19.2万元场地使用费。
③水上项目训练比赛费258.97
其中：
参加全国赛艇皮划艇比赛和河南省冠军赛和锦标赛 45.80万元
外出训练费 25.328
运动员伙食补助21.6万元
购买专项器材152.82万
2019年政府采购保证金3.75元。
外出招生住宿与补助2万元。
专项训练救生艇一台6.7万元
维修专项器材合同保证金0.98元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击剑、棒垒球、羽毛球是我市新设置的体育项目，通过举办三项市级竞赛，发现发掘我市在击剑
、棒垒球、羽毛球项目的体育后备人才，预计参赛人数1500人以上，计划挑选每个项目各40名适
龄的人员组成郑州市队，通过系统训练，代表郑州市参加上级各类体育竞赛。
水上项目一直是我市的优势体育项目，多次在省级、全国大赛中争金夺银，目前，市划船队共有
队员60余名，根据2020年度计划，做好年度训练方案，确保2020年竞赛取得各级各类竞赛10枚金
牌的工作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击剑、棒垒球、羽毛球是我市新设置的体育项目，通过举办三项市级竞赛，发现发掘我市在击剑
、棒垒球、羽毛球项目的体育后备人才，预计参赛人数1500人以上，计划挑选每个项目各40名适
龄的人员组成郑州市队，通过系统训练，代表郑州市参加上级各类体育竞赛。
水上项目一直是我市的优势体育项目，多次在省级、全国大赛中争金夺银，目前，市划船队共有
队员60余名，根据2020年度计划，做好年度训练方案，确保2020年竞赛取得各级各类竞赛10枚金
牌的工作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参赛人数 ≥1500人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奖牌获得 ≥8枚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奖牌获得稳定性 长期有效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运动员配套设施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培训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齐秋波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8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8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8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8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此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各项
资源，调动广大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
养和激励，为我市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关于开
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郑州市体育局郑体〔2019〕29号文关于郑州市青少年业
余训练工作目标任务。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此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各项
资源，调动广大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
养和激励，为我市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关于开
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郑州市体育局郑体〔2019〕29号文关于郑州市青少年业
余训练工作目标任务。

项目实施计划

此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各项
资源，调动广大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
养和激励，为我市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此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各项
资源，调动广大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
养和激励，为我市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此项目旨在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我市各项
资源，调动广大体育人才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
养和激励，为我市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比赛 ≥2次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项目付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青少年培训改善情况 有效改善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比赛运动员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比赛举办时限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活动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书友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1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1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1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1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立项依据

全民健身条例等相关规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豫政〔2016〕69号）（2）《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郑政〔2016〕38号）《“全国百城千县万
乡全民棋牌推广工程”实施总体方案》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项目实施计划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年度绩效目标
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各单项运动协会
的工作指导与协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活动 ≥1次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社会体育改善 改善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举办活动参加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举办活动年限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资金下达 完整及时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杨书友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93114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93114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921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921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20年围绕我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进一步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次数在百次；
进一步打造郑州品牌赛事活动，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体育总会决定继续以“全民健身我参与 
体育强市我添彩”为主题，在市区开展群众体育百项赛事活动，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开展“
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推广郑州市“快乐家庭”系列体育赛事（活动），将全民健身活
动进一步向基层、向家庭延伸。并积极引入和培育国际化、国字号体育赛事落户郑州。积极向市
政府申请举办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市级综合性运动会四年一届（郑州
市第十一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于2013年举行）；继续组织元旦长跑、五月份的全民健身
月，8月8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农民篮球赛活动等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继续指导协会、俱
乐部和其它单位技能展示、交流活动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达到40次以上；积极组队参加省级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和扶持市级级全民健身品牌赛事；继续组织体育骨干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队伍，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600人。以更好的丰富赛事供给，满足我市人
民群众体育美好生活需要。并努力完成省体育局规定目标任务的一级测评标准，为构建和谐社会
做出贡献。

立项依据
郑州市和省签订的群众体育主要目标任务书、《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2019年河南省体育局的
群众体育工作评价标准》》郑体〔2019〕19号的要求、《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组织全市各县（市、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赛；对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
装备配发。郑州市春节系列活动，引领全市更多的人群参与全民健身，进一步促进我市全民健身
事业的发展。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走基层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进公园、社区、广场等，开展
义务健身指导、技能展演等。元旦长跑项目，在元旦当天，有群体展演，群众以长跑形式迎接新
年。全民健身日，有群众体育项目展演、国民体质监测、健身辅导等。通过县（市、区）级，市
级选拔，选出全市最强队伍参加省比赛。郑州坐标？第三届河南省城市坐标定向赛是本土性大型
社会体育品牌赛事活动。郑州市全民健康体质达标赛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
中，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引领全市更多的人群参与全民健身，进一步促进我市全民健身事
业的发展。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是每年5月，被列入《河南省体育发展条例》。这项活动直
接参与人数千余人，辐射到身边的人群。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使市民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参与到健身中来。影响更多的市民参与到科学健身中来，展示我市市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服装经费（1项、政府采购）：200万元。
   （2）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6项、政府购买）：881.455万元
①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含开、闭幕式）部分购买服务经费：550万元
。
②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月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20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决赛经费：50万元。
 ④2020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日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30万元。
 ⑤2020年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经费：36.73万元。
⑥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康体质达标选拔赛经费：17.2万元。
⑦2021年郑州市元旦长跑活动及仪式经费：20万元。
⑧2021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69万元。
⑨2021年郑州市农民篮球赛经费：11万元。
⑩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民俗和传统大赛（毽球、舞龙舞狮、秧歌、广场舞、钓鱼、空竹、气排
球等）经费：20万元。
    ？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六届“公仆杯”乒乓球赛及郑州市市直机关“公仆杯”乒乓球
赛：14.64万元。
    ？组队2021年参加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经费：4.565万元。
？2020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下基层活动及启动仪式经费：28.63万元。
？2020年郑州市“快乐家庭”系列乒乓球赛经费：20万
？组队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万元。
？郑州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20万
    （3）下拨县（市区）580万元（3项）。
①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扶持经费：200万
②2020年马拉松赛事及品牌赛事扶持经费：350万
③2019年综合性运动会扶持经费：30万
（4）全民健身经费273.568万元（11项）：
    ①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8期1600人继续教 育培训、技能提高和级别教育培训经费：
168万元。
②2020年郑州市群众体育百项赛事活动报刊广告经
费：13.86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组织（协会）表彰奖励经费：
10万元。
　　④2020年郑州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先进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双百佳）表彰奖励经费：20
万元。
    ⑤2020年郑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经费：3万元。
    ⑥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经费：8.708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1）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服装经费（1项、政府采购）：200万元。
   （2）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6项、政府购买）：881.455万元
①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含开、闭幕式）部分购买服务经费：550万元
。
②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月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20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决赛经费：50万元。
 ④2020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日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30万元。
 ⑤2020年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经费：36.73万元。
⑥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康体质达标选拔赛经费：17.2万元。
⑦2021年郑州市元旦长跑活动及仪式经费：20万元。
⑧2021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69万元。
⑨2021年郑州市农民篮球赛经费：11万元。
⑩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民俗和传统大赛（毽球、舞龙舞狮、秧歌、广场舞、钓鱼、空竹、气排
球等）经费：20万元。
    ？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六届“公仆杯”乒乓球赛及郑州市市直机关“公仆杯”乒乓球
赛：14.64万元。
    ？组队2021年参加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经费：4.565万元。
？2020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下基层活动及启动仪式经费：28.63万元。
？2020年郑州市“快乐家庭”系列乒乓球赛经费：20万
？组队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万元。
？郑州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20万
    （3）下拨县（市区）580万元（3项）。
①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扶持经费：200万
②2020年马拉松赛事及品牌赛事扶持经费：350万
③2019年综合性运动会扶持经费：30万
（4）全民健身经费273.568万元（11项）：
    ①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8期1600人继续教 育培训、技能提高和级别教育培训经费：
168万元。
②2020年郑州市群众体育百项赛事活动报刊广告经
费：13.86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组织（协会）表彰奖励经费：
10万元。
　　④2020年郑州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先进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双百佳）表彰奖励经费：20
万元。
    ⑤2020年郑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经费：3万元。
    ⑥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经费：8.708万元。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服装经费（1项、政府采购）：200万元。
   （2）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6项、政府购买）：881.455万元
①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含开、闭幕式）部分购买服务经费：550万元
。
②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月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20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决赛经费：50万元。
 ④2020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日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30万元。
 ⑤2020年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经费：36.73万元。
⑥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康体质达标选拔赛经费：17.2万元。
⑦2021年郑州市元旦长跑活动及仪式经费：20万元。
⑧2021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69万元。
⑨2021年郑州市农民篮球赛经费：11万元。
⑩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民俗和传统大赛（毽球、舞龙舞狮、秧歌、广场舞、钓鱼、空竹、气排
球等）经费：20万元。
    ？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六届“公仆杯”乒乓球赛及郑州市市直机关“公仆杯”乒乓球
赛：14.64万元。
    ？组队2021年参加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经费：4.565万元。
？2020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下基层活动及启动仪式经费：28.63万元。
？2020年郑州市“快乐家庭”系列乒乓球赛经费：20万
？组队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万元。
？郑州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20万
    （3）下拨县（市区）580万元（3项）。
①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扶持经费：200万
②2020年马拉松赛事及品牌赛事扶持经费：350万
③2019年综合性运动会扶持经费：30万
（4）全民健身经费273.568万元（11项）：
    ①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8期1600人继续教 育培训、技能提高和级别教育培训经费：
168万元。
②2020年郑州市群众体育百项赛事活动报刊广告经
费：13.86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组织（协会）表彰奖励经费：
10万元。
　　④2020年郑州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先进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双百佳）表彰奖励经费：20
万元。
    ⑤2020年郑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经费：3万元。
    ⑥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经费：8.708万元。 



年度绩效目标

（1）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服装经费（1项、政府采购）：200万元。
   （2）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6项、政府购买）：881.455万元
①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大会（含开、闭幕式）部分购买服务经费：550万元
。
②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月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20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决赛经费：50万元。
 ④2020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日活动展演及启动仪式经费：30万元。
 ⑤2020年第三届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经费：36.73万元。
⑥2020年郑州市全民健康体质达标选拔赛经费：17.2万元。
⑦2021年郑州市元旦长跑活动及仪式经费：20万元。
⑧2021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69万元。
⑨2021年郑州市农民篮球赛经费：11万元。
⑩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民俗和传统大赛（毽球、舞龙舞狮、秧歌、广场舞、钓鱼、空竹、气排
球等）经费：20万元。
    ？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六届“公仆杯”乒乓球赛及郑州市市直机关“公仆杯”乒乓球
赛：14.64万元。
    ？组队2021年参加河南省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经费：4.565万元。
？2020年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下基层活动及启动仪式经费：28.63万元。
？2020年郑州市“快乐家庭”系列乒乓球赛经费：20万
？组队2021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春节系列活动经费：19万元。
？郑州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20万
    （3）下拨县（市区）580万元（3项）。
①2020年郑州市千村百镇农民体育系列活动扶持经费：200万
②2020年马拉松赛事及品牌赛事扶持经费：350万
③2019年综合性运动会扶持经费：30万
（4）全民健身经费273.568万元（11项）：
    ①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8期1600人继续教 育培训、技能提高和级别教育培训经费：
168万元。
②2020年郑州市群众体育百项赛事活动报刊广告经
费：13.86万元。
③2020年郑州市社会体育组织（协会）表彰奖励经费：
10万元。
　　④2020年郑州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先进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双百佳）表彰奖励经费：20
万元。
    ⑤2020年郑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经费：3万元。
    ⑥组队参加2020年河南省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经费：8.708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赛事组织 ≥16项

质量 项目结项率 ≥8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指导员增加 ≥1600人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加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保障全民健身性质的活动 长期

人力资源



影响力目标
部门协助 活动各单位协作流畅性 流畅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市级全民健身工程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聂艳华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93904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93904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333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333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按照规模适当、方便实用、安全合理的原则，
2018年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径、社区多功能运动场、户外全民健身中
心（公园）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项目，为更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推进青少年篮球和足球发展提
供有效的场地保障和服务，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新局面。

立项依据

1、国发〔2016〕37号《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
2、郑政﹝2016﹞3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
知》
3、发改办社会〔2019〕85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编报公共体育普及
工程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计划建议的通知 》
4、豫发改社会〔2019〕486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体育局关于组织申报全国社会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项目的通知》
5、豫体群﹝2014﹞16号）《关于开展示范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的通知》
6、豫体群﹝2015﹞40号《河南省体育局关于组织实施2015年第二期全民健身工程项目的通知》
7、豫体群﹝2014﹞44号《关于申报2015年户外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的通知》
8、豫体群﹝2016﹞30号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全民健身器材安装及管理维护办法（试
行）》的通知
9、豫体群〔2017〕1号《关于做好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工程项目计划编报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按照规模适当、方便实用、安全合理的原则，
2018年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径、社区多功能运动场、户外全民健身中
心（公园）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项目，为更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推进青少年篮球和足球发展提
供有效的场地保障和服务，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新局面。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按照规模适当、方便实用、安全合理的原则，
2018年科学规划和统筹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身路径、社区多功能运动场、户外全民健身中
心（公园）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项目，为更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推进青少年篮球和足球发展提
供有效的场地保障和服务，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新局面。



项目实施计划

（1）全民健身路径：1150万
  提档升级：100条铝木路径，20条二代智能路径，10个智能健身驿站
  其中： 铝木路径100条×5万=500万
二代智能路径50条×10万=500万
        智能健身驿站10个×15万=150万 
（2）农民体育升级工程：600万
300个自然村，一个篮球场，6-8件健身器材
300条×2万=600万
（3）社区健身中心：400万
20个×20万=400万
（4）多功能运动场：350万
    10个×35万=350万  
（5）户外全民健身广场：425万
①植物园户外健身广场：200万
建设内容：多功能运动场4个×25万=100万
二代智能路径：2条×10万=20万
全民健身驿站2个×15万=30万
乒乓球台10个×1万=10万
健身步道：40万  
②小型体育游园（3-5个）：225万
 建设内容：2-3个运动健身单元（一个悬浮地板运动场，一条智能健身路径（驿站），2个以上
乒乓球台或国民体质测试驿站）
（6）全民健身设施维护更新：365万
5主区×15万=75万
4开发区×10万=40万
市本级 250万（其中淮河路健身游园80万）
（7）社会足球场建设补助资金：4600万
  计划新建社会足球场100个
  10个（11人制）×100万=1000万
  90个（5人、7人制）×40万=3600万
（8）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监管及督导费用：10万
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        
合计:7900万元
３．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2019年预算安排1633万元（未含追加的民生实事1700万元），支出
1633万元，预计年底结余0万元。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投入和管理目标：预算1150万元，建设160条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预算600万元，建设300个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预算350万元，建设10个多功能运动场。预算400万元，建设20个多功能运动场。
预算425万元，建设户外健身活动广场。预算365万元，健身设施更新维护。投入4600万，新建社
会足球场100个，包括10个（11人制|）和90个（5人制、7人制）。
   产出目标：在具备健身条件的城市街道、社区和公园、游园建设 160条全民健身路径（智能
驿站）。建设300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发展新型体育场地，积极推进多功能运动场的建设。建
设160条全民健身路径工程。为社区配备一定数量的有氧运动及康复训练器材，保证市民全天候
健身有场地（所）。利用公园、绿地、广场等区域，因地制宜，建设含有多功能运动场、全民建
设路家园、健身步道（长廊）等大众喜爱项目的户外健身设施。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和健身安全。扩大足球场地设施有效供给。
    效果目标：为足球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设施基础。促进群众体育活动和青少年足
球运动的发展，更好的为全民健身活动服务。引领各地积极建设大型户外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完
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
影响力目标：建设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逐步构建农村15分钟健身圈。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新局面。引导市民科学健身，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新局面。激发社会资本活
力，为促进我省足球运动发展奠定坚实的设施基础。



年度绩效目标

投入和管理目标：预算1150万元，建设160条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预算600万元，建设300个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预算350万元，建设10个多功能运动场。预算400万元，建设20个多功能运动场。
预算425万元，建设户外健身活动广场。预算365万元，健身设施更新维护。投入4600万，新建社
会足球场100个，包括10个（11人制|）和90个（5人制、7人制）。
   产出目标：在具备健身条件的城市街道、社区和公园、游园建设 160条全民健身路径（智能
驿站）。建设300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发展新型体育场地，积极推进多功能运动场的建设。建
设160条全民健身路径工程。为社区配备一定数量的有氧运动及康复训练器材，保证市民全天候
健身有场地（所）。利用公园、绿地、广场等区域，因地制宜，建设含有多功能运动场、全民建
设路家园、健身步道（长廊）等大众喜爱项目的户外健身设施。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和健身安全。扩大足球场地设施有效供给。
    效果目标：为足球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设施基础。促进群众体育活动和青少年足
球运动的发展，更好的为全民健身活动服务。引领各地积极建设大型户外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完
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
影响力目标：建设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逐步构建农村15分钟健身圈。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新局面。引导市民科学健身，开创我市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新局面。激发社会资本活
力，为促进我省足球运动发展奠定坚实的设施基础。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全民健身路径（智能驿站全民健身
路径（智能驿站）

=160条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300个

质量 项目结项率 ≥85%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健身圈普及程度 有效提高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使用器材人员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构建15分钟健身圈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场馆拆迁补偿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微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27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27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27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27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对轨道交通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地铁站口，涉及我局所属的市体育馆
、市体育服务公司、市体育场综合训练馆的拆迁任务，其中市体育馆、市体育服务公司涉及到其
生产经营和职工工资发放，综合训练馆拆迁后需另租赁训练场地，根根据2012年市财政拆迁补偿
标准，拆迁涉及的市体育馆全年人员经费120万元，拆迁涉及市体育服务公司全年人员经费107万
元，共计227万元

立项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12】122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轨道交通1号线体育馆站有关拆迁问题的会议纪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协助运动队在比赛中取得良好成绩。保证人员工资收入来源，维护单位稳定。保证中心办公经费
及每年约432万人（次）的健身群众接待和服务费用支出。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财政部门要求的支付进度安排支出，按规定支付因拆迁涉及到的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支
付的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确保该专项经费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计划

该专项拆迁补偿费主要用于因拆迁涉及到的部分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所支付的租赁费。根
据市委市政府队轨道交通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地铁一号线人民路站口时，涉及体育局所
属的市体育馆、市体育服务公司、市体育场综合训练馆的拆迁。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按财政部门要求的支付进度安排支出，按规定支付因拆迁涉及到的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支
付的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确保该专项经费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年度绩效目标
按财政部门要求的支付进度安排支出，按规定支付因拆迁涉及到的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支
付的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确保该专项经费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补贴工资单位 =2个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资金改善体育馆运行情况 有效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拆迁单位员工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补贴资金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保障人员配套工资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王微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8302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8302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8302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8302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拟定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制度和行业标准，加强督导落实，管理审批体育经营活动，
开展体育赛事管理、体育交流合作宣传等

立项依据 丹尼斯3馆租赁收入安排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丹尼斯3馆租赁收入安排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拟定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制度和行业标准，加强督导落实，管理审批体育经营活动，
开展体育赛事管理、体育交流合作宣传等

项目实施计划
拟定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制度和行业标准，加强督导落实，管理审批体育经营活动，
开展体育赛事管理、体育交流合作宣传等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拟定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制度和行业标准，加强督导落实，管理审批体育经营活动，
开展体育赛事管理、体育交流合作宣传等

年度绩效目标
拟定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制度和行业标准，加强督导落实，管理审批体育经营活动，
开展体育赛事管理、体育交流合作宣传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保障机关运行 良好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项目下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机关运行 良好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机关运行员工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以收入为保障 长期稳定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工资配套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局培训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严晖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89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89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89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89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立项依据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公务员培训规定（试行）》、《河南省关于贯彻<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等规定和要求、《郑州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项目实施计划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年度绩效目标
定于2020年5月，举办郑州市体育系统干部培训班，参加人员为机关部分成员、局属各单位班子
部分成员，由外请专家进行培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全年培训人数 ≥60人

参加培训覆盖人数 ≥50人

质量



产出目标

时效 项目实施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体育系统学习培训情况 有效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培训职工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培训可持续性 长期稳定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培训配套经费 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西区体育中心改造工程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泽涛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8669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669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西区体育中心改造工程项目于2017年4月完成政府采购申报149万元（郑财招标采购-2017-
281号），2017年11月由郑州市财政局评审中心对该项目工程预算进行审查批复，招标控价为
1319783.56元（投审字〔2017〕第790号）。经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河南天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中标价为1285632.07元。2017年12月5日签订监理合同，监理单位为河南元森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监理费用为3200元。2017年12月按合同支付给河南天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0%的工程
款计385689.62元。
2019年9月24日，通过结算审核，审核单位为河南永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审定金额为
1249389.03元（豫永安审〔2019〕23号）。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立项依据
郑财招标采购-2017-281号
投审字〔2017〕第790号
豫永安审〔2019〕23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项目实施计划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年度绩效目标
现该工程项目已完工并通过验收与结算审核，且施工质保期限已过，按施工合同约定应向施工单
位支付剩余工程款（含质保金）863699.41万元，按监理合同约定支付监理费3200元，合计
866899.41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清理欠款公司个数 =3个

质量 项目结项率 =100%

时效 清理尾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西区运行 顺利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来西区锻炼群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保障工程尾款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服务跟进 及时有效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西区体育中心人员经费及运转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泽涛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6951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6951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9723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9723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为了确保体育中心每年约400多万人（次）的健身群众接待和服务费用支
出以及文化宫11名工作人员各项工资的正常发放，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
障。

立项依据

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加快
我市“十三五”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为更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推进青少年篮球、足球发展提供
有效的场地保障和服务，扎实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免费、低收费开放。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加强场地施设维修维护，确保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到90%，保障人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加强场地施设维修维护，确保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到90%，保障人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项目实施计划
加强场地施设维修维护，确保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到90%，保障人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加强场地施设维修维护，确保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到90%，保障人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年度绩效目标
加强场地施设维修维护，确保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组织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群众满意率达
到90%，保障人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每年接待群众 ≥4000000人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时效 资金下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西区运行改善程度 有效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加运动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单位人员工资保障 长期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人员工资配套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西区体育中心人员体育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泽涛 联系人 赵海洋

联系电话 15638559177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81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81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681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681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立项依据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年度绩效目标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现有职工15人，其中4人为体育局系统人员，11人为河南省工人文化
宫人员。该专项资金是租赁收入返还部分，是维护单位稳定，体育中心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接待人数 ≥4000000人

质量 项目结项率 ≥90%



产出目标
时效 资金下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西区运行改善程度 有效改善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运动群众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收入来源 长期稳定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其他西区资金配套程度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9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薛跃军 联系人 程鹏艳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42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42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428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428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大力宣传推广科学健身方法，积极开展体质测试、运动能力评估，通过对公民进行日常体质测
试，依据个人体质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增强全民健身的吸引力，提高全民健
身质量和水平，为群众进行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定、提供运动健身指导。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加
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中，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引领全市更多的人群参与全民健身，进一步
促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立项依据

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郑政〔2016〕
3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豫政〔
2016〕69号）执行、依据豫体群【2015】21号文件《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开展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
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体质测试是通过科学手段对人体形态、机能、素质等方面进行测试分析，是人们了解自己身体体
质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准确评价身体状况的依据，是为人们进行针对性的运动锻炼和合理补充营
养的首要步骤。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了《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其中有关具体监测工作的规定
有以下几条： 第三条 国民体质监测对象为20至69周岁的中国公民。 第七条 国家建立由国家国
民体质监测中心、省（区、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地（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监测点构成的
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实行分级管理。 第八条 各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由同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组
建。监测点由地（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确定。各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监测点的组建方案须逐
级上报体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  第十六条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经费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从其
集中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中解决。

项目实施计划

下乡，进社区，进高校，大力宣传推广科学健身方法，积极开展体质测定、运动能力评估。通过
对3000余人进行日常体质测试，依据个人体质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提高全民
健身质量和水平。还为市民发放了全民健身科学锻炼手册本、宣传资料等。使市民逐步养成良好
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健身中来。影响更多的市民参与到科学健身中来，展示我市市民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完成3000人次体质测定,一体机2000人测试。建立大数据平台、建立测试点。

年度绩效目标
 预算执行率100%，财务制度健全性100%，专款专用100%。国民体质监测人次≥3000,国民体质监
测完成率100%.国民体质监测满意率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国民体质监测人次 ≥3000

质量 国民体质监测完成率 =100%

时效 国民体质监测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国民体质监测满意率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国民体质监测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责任制度明确性 明确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情况 配套完备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0371-66239684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3966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3966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3966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3966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少年体育学校的体育专项经费来源于体彩收入，主要用于弥补大型体育运动会经费不足，
改善运动员训练条件，完善体育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
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年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充分体现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公益性
和社会性。

立项依据

 依照《中华人共和国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
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
”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7年青少年体
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划》、《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评估标准
》、《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各项目年度训练、比赛标准和专项训练比赛服装器材使用范
围规定（试行）》、《运动员、教练员运动服装发放（试行）规定》，《运动员使用体能恢复品
补给标准及管理的暂行办法》，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体育专项经费，是单位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申请的体彩金专项，在申请之
初，是在各单位（部门）的详细预算的基础上，经过层层把关审核，形成的体育专项经费总体预
算，是经过体育局党组及财政部门相关处室论证过的， 加快提升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质
量和效益，以举办和参加各项体育赛事活动为抓手，大力宣传运动项目文化，将体育文化融入全
过程，在青少年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挖掘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向社会、为
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青少年体育应有的贡献。这个项目有执行的可行性，有存在的必要性。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管理办法》、《郑州
市体育局体育专项经费资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绩效管理实施方案》、《郑州
市体育局关于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试行）》，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
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各项目参加2020年度比赛计划》。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责，权责
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和
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承办市级比赛6项、参加上级比赛20项、购置训练器材和运动员体能恢复品，注册运动员1000人
左右。
按照校紧缺人才招聘计划，对目前满足不了招聘计划的项目，实行聘用教练；组织年度各项目运
动员进行国家及省体育局运动员注册，建立运动员技术档案工作；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员，按照
《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的要求，进行年度运动员训练考核测试，对苗子运动员进行跟踪，健
全运动员人才库；做好2017年—2020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相关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培养更多的体育后备人才，提高我市体育发展水平。具体为：参加河南省2019
年各项目锦标赛和冠军赛，实现郑州市团体总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精神文明第一名，确保
省会城市的领先地位；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计划注册运动
员1000人，完成年度国家及省市比赛任务，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
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为河南省、国家输送更多的优秀后备人才。

年度绩效目标

 筹备参加河南省锦标赛和冠军赛，为郑州市获得团体总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精神文明第
一名，确保省会城市的领先地位提供保障。贯彻落实“奥运争光计划”，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
人才，计划注册运动员1000人，完成年度国家及省市比赛任务，为河南省、国家输送更多的优秀
后备人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出赛项次 ≥20项

注册运动员 ≥1000人

涉及运动员人数 ≥300人

质量 培养运动员 优异

时效 比赛举办的及时性 及时

成本 购置器材性价比 高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出赛参加人数 >300人

环境效益 场馆运营环境 良好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教练员配置 全面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场馆运营 良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培训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037166239684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完成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青少
年训练基础，以聘请精英教练员为项目带头人，提升教练员执教能力和水平；用于运动员训练保
障，教学、生活设施的维修和改造，排除安全隐患，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
。

立项依据

" 依照《中华人共和国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
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
”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7年青少年体
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划》、《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评估标准
》、《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各项目年度训练、比赛标准和专项训练比赛服装器材使用范
围规定（试行）》、《运动员、教练员运动服装发放（试行）规定》，《运动员使用体能恢复品
补给标准及管理的暂行办法》，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完成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青少
年训练基础，以聘请精英教练员为项目带头人，提升教练员执教能力和水平；用于训练、教育、
生活设施的维修和改造，排除安全隐患，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管理办法》、《郑
州市体育局体育专项经费资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绩效管理实施方案》、《郑
州市体育局关于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试行）》，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各项目参加2020年度比赛计划》。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责，权
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规定
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参加上级比赛20项、购置训练器材和运动员体能恢复品，注册运动员。
按照校紧缺人才招聘计划，对目前满足不了招聘计划的项目，实行聘用教练；组织年度各项目运
动员进行国家及省体育局运动员注册，建立运动员技术档案工作；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员，按照
《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的要求，进行年度运动员训练考核测试，对苗子运动员进行跟踪，健
全运动员人才库；做好2017年—2020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相关工作。
"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全面提升基层青少年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体系，完成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高水平后备人才的任务。根据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
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校建设必需具备科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校建设必需具备科
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运动员理疗、伤病治疗率达到100%，保障运动员
的正常训练，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聘请教练 ≥10人

注册运动员 ≥100人

质量 培养运动员 ≥300人

时效 比赛时效性 及时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出赛参加人数 ≥300人

环境效益 场馆环境 环境合格环境合格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满意满意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场馆配套 完善完善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场场馆维护和物业管理费

单位编码 06000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13937139333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
郑州市体育场是郑州市群众健身活动的大型场所，2019年作为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比赛场馆，2019年进行了大型修缮，场馆面积17500平方米，场馆座位数3600余个。郑州市
体育场现由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进行管理。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根据《体育总局等八部门关于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
（体经字〔2013〕381号）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
意见》（教体艺【2017】1号）。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郑州市市
直机关物业费管理办法（暂行）》（郑财行字[2014] 12号），《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供水条例》，《体育场馆照明设计与
检测标准》，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维修、管理资金，应当列入本级人
民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我校的运动馆场馆全部是政府投资建造，该笔场馆维修更
新经费用于场馆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排除安全隐患，保障正常训练的安全进行。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体育场作为全民健身场所，需要有良好的物业管理和场馆维护。该项经费用于场馆维护、物业管
理。 保障各个场馆水、电、气的正常使用，保证各个训练场馆干净、整洁、明亮、安全。保证
单位工作正常运转，训练、教学正常进行，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市直各单位物业费管理办法（暂行）》、《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管理制度》、《
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体育场物业管理办法》
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责，权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
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训练、教学工作前提下，按照政府采购要求，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按季度
付款，每季度付款15万，11月底支付完毕。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良好的物业管理，保障郑州市体育场正常运转，提高场馆服务水平，更好的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保证单位工作正常运转，训练、教学正常进行，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
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
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良好的物业管理，保障郑州市体育场正常运转，提高场馆服务水平，更好的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水、电、天然气、场馆维修在实际使用当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
节省开支，保障体育场所行政办公、群众健身的供给以及各个训练场馆、训练设施正常运转。为
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预期达到社会群众的认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运动场馆 ≥2

质量 方便群众健身 方便

时效 保证场馆正常运行 高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为群众提供良好健身场所 适宜的健身场所

环境效益 环境良好，无污染 良好，环保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运动场馆管理 安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配备情况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场馆拆迁补偿费2020年

单位编码 060006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0371-66239684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56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6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6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6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该专项拆迁补偿费主要用于因拆迁涉及到的部分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所支付的
租赁费。根据市委市政府队轨道交通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地铁一号线人民路站口时，涉
及体育局所属的市体育馆、市体育服务公司、市体育场综合训练馆的拆迁。部分训练项目没有了
训练场地，需要在外面租用训练场地，需要财政资金支付场地租赁费。

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轨道1号线体育馆站有关拆迁问题的会议纪要》。
 该专项拆迁补偿费主要用于因拆迁涉及到的部分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所支付的租赁费。
根据市委市政府队轨道交通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地铁一号线人民路站口时，涉及体育局
所属的市体育馆、市体育服务公司、市体育场综合训练馆的拆迁。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该项目经费用于支付外训场地租赁费，是保证体育训练正常进行的的重要内容。
按财政部门要求的支付进度安排支出，按规定支付因拆迁涉及到的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支
付的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确保该专项经费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绩效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
局专项经费联审联批制度》、《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关于拆迁补偿款的情况说明》、《郑州市体育
局关于财务管理制度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郑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该专项拆迁补偿费主要用于因拆迁涉及到的部分训练项目在外租赁训练场地所支付的租赁费。根
据市委市政府队轨道交通建设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建设地铁一号线人民路站口时，涉及体育局所
属的市体育馆、市体育服务公司、市体育场综合训练馆的拆迁。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训练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安排支出。
该项目于11月底执行完毕。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及时支付训练场地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提高体育训练水平，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在
各项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为河南省体育事业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选手。

年度绩效目标
及时支付训练场地租赁费，保障体育训练正常进行，为河南省体育事业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场地租赁地数量 ≥6块

质量 场地保证正常训练 质量良好

时效 按时支付租赁费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训练正常进行 满足正常训练需要

环境效益 训练场馆 良好

满意度 运动员教练员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保障拆迁单位租赁场地设施配置 配套设施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分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场馆维修等保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凤英 联系人 解蓥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6187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6187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了促进郑州市群众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提高网球运动业余水平，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
开展，给广大市民群众、网球爱好者提供良好的健身场所，需对场地进行日常检修维护。

立项依据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60号《全民健身条例》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青少年日常网球训练、青少年网球竞赛及业余网球爱好者提供场地支持，对网球场地面层进行
定期维护检修。通过开展各项体育活动促进郑州市青少年竞赛及群众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激发
全民参与健身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我市青少年网球水平。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由场地组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网球场地面使用情况，按时上报。如发现需要维修情况，报财务预算
进行联审联批会议，会议通过后，使用专项资金进行维修。财务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
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
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由场地组专人定期检查场地面层及配套设施使用情况，如有损坏及时上报进行维修。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积极举办参加青少年及群众网球赛事活动，为赛事开展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充分调动市网协作
用，提高我市青少年网球水平，强化我市人民健身意识和参与热情。

年度绩效目标
积极举办参加青少年及群众网球赛事活动，为赛事开展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充分调动市网协作
用，提高我市青少年网球水平，强化我市人民健身意识和参与热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维护维修场馆面积 =2676㎡

质量 维修后故障率 ≤95%

时效 场馆维修地面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网球场正常使用馆率 ≥96%

环境效益

满意度 使用场馆的运动员满意度 ≥97%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分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凤英 联系人 解蓥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998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998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足球及网球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足球、网球后备人才体系建设，进一步
加强对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养和激励，为我市足球、网球运动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

立项依据

《关于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郑体【2012】70号）、《关于下达2017
年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训练等经费的通知》（豫财综〔2017〕20号）、《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印
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体青【2016】24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
2019年郑州市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的要点》（郑体【2019】29号）《全民健身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560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
通知 》（豫政〔2016〕69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大力推进我市青少年足球及网球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完善足球、网球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充分利
用我市各项资源，调动广大足球、网球工作者的积极性，通过对各训练点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对
青少年优秀队员的培养和激励，为我市足球、网球运动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奠定基础。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做到体育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来源于民，惠及于民。实行全年活动预算制度，每季度召开专项经
费联审联批制度，召开内部控制会，加强风险防范，严格执行财务支出程序。《郑州市体育局财
务管理规定》（郑体﹝2016﹞20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
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
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通过下拨训练器材鼓励各训练站点以各种形式开展训练，下拨训练器材的足球、网球站点不少于
10所。下拨站点包括：郑州市网球协会、英开体育、金泰网球俱乐部、新郑市外国语小学、一帆
网球俱乐部、铝城阳光网球俱乐部、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第二小学、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学校、郑州市二七区荆胡小学、郑州市二七区永安街小学等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通过下拨训练器材鼓励各训练站点以各种形式开展训练，为我市发掘培养网球及足球后备人才。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下拨训练器材鼓励各训练站点以各种形式开展训练，为我市发掘培养网球及足球后备人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涉及项类别目 足球、网球

质量 下拨器材活动计划完成率 ≥98%

时效 下拨训练器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网球足球器材下拨学站点校 ≥1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接受器材学校学生满意度 ≥9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分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活动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凤英 联系人 解蓥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8069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069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069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069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体育分会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
各单项运动协会的工作指导与协调。郑州市体育分会下属9个协会，涉及毽球、自行车、钓鱼、
棋牌、网球、篮球、羽毛球、武术、信鸽、足球以及老年基础性的体育活动等等。

立项依据

《全民健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
知（豫政〔2016〕69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2020年）的通知（郑政〔2016〕38号）、《“全国百城千县万乡全民棋牌推广工程”实
施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郑办文[2013]36号）、《武术产业
发展规划（2019-2025年）》（体经字[2019]337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全民健身项目活动的开展是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
高公民身体素质，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体育分会及各个协会着力于全民健身项目活动的开展与推广，大力开展大众体育项目的宣传，
体育运动知识的普及，号召全民运动,做到体育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来源于民，惠及于民。实行
全年活动预算制度，每季度召开专项经费联审联批制度，召开内部控制会，加强风险防范，严格
执行财务支出程序。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2020年12月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主要涉及毽球、自行车、空竹、少儿轮滑、网球、足
球、信鸽、钓鱼、羽毛球、篮球、武术、气功老年健身舞等各种群众性基础体育活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大力开展大众体育项目的宣传，体育运动知识的普及，号召全民运动，积极参与，让体育活动普
及大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促进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共涉及毽球联赛、自行车比赛、钓鱼比
赛、棋牌比赛、信鸽比赛、篮球比赛、网球比赛、足球比赛、武术比赛、羽毛球比赛、老年基础
项目比赛11个项目类别，承办市级比赛57项，承办省级以上比赛 11项，组队参赛 45项 ，预期
参与收益人次5万人。

年度绩效目标
全年共涉及毽球联赛、自行车比赛、钓鱼比赛、棋牌比赛、信鸽比赛、篮球比赛、网球比赛、足
球比赛、武术比赛、羽毛球比赛、老年基础项目比赛11个项目类别，承办市级比赛57项，承办省
级以上比赛 11项，组队参赛 45项 ，预期参与收益人次5万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主办及参与赛事活动次数 ≥100

涉及赛事项目类别 11

质量 赛事活动计划完成率 ≥95%

时效 赛事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参与群众人次 ≥500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群众满意度 ≥9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赛事项目协会与其他单位协同度 良好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分会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7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凤英 联系人 解蓥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17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17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17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17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郑州市体育分会指导全民健身运动，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进行群众体育活动的举办、体育交流，
各单项运动协会的工作指导与协调。郑州市体育分会下属9个协会，涉及毽球、自行车、钓鱼、
棋牌、网球、篮球、羽毛球、武术、信鸽、足球以及老年基础性的体育活动等等。

立项依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豫政〔2016〕69
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郑政〔
2016〕38号）、《“全国百城千县万乡全民棋牌推广工程”实施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
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郑办文[2013]36号）、《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体
经字[2019]337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全民健身项目活动的开展是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
高公民身体素质，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体育分会及各个协会着力于全民健身项目活动的开展与推广，大力开展大众体育项目的宣传，
体育运动知识的普及，号召全民运动,做到体育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来源于民，惠及于民。实行
全年活动预算制度，专项经费联审联批制度，召开内部控制会，加强风险防范，严格执行财务支
出程序。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2020年12月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主要涉及毽球、自行车、空竹、少儿轮滑、网球、足
球、信鸽、钓鱼、羽毛球、篮球、武术、气功老年健身舞等各种群众性基础体育活动。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大力开展大众体育项目的宣传，体育运动知识的普及，号召全民运动，积极参与，让体育活动普
及大众。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促进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共举办篮球联赛、网球、短式网球排名
赛、毽球联赛、武术（套路）锦标赛、武术交流展示赛、集体太极拳、械展示交流赛、桥牌团体
赛、钓鱼比赛、足球联赛、羽毛球团体赛8个项目类别12项赛事，预期参与收益人次7000人

年度绩效目标
共举办篮球联赛、网球、短式网球排名赛、毽球联赛、武术（套路）锦标赛、武术交流展示赛、
集体太极拳、械展示交流赛、桥牌团体赛、钓鱼比赛、足球联赛、羽毛球团体赛8个项目类别12
项赛事，预期参与收益人次7000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赛事举办次数 ≥12

涉及项目类别 =8

质量 赛事活动计划完成率 ≥98%

时效 赛事活动举办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参与群众人次 ≥60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参与群众满意度 ≥98%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赛事项目协会与其他单位协同度 良好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培训费

单位编码 06000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0371-66239684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提高运动水平，使郑州市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为郑州有特色的传
统项目学校提供参赛机会，向高水平运动队选拔优秀苗子运动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良好的
成绩。

立项依据

1.根据国家乒羽中心、河南省体育局和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下发的关于举办各项比赛的通知文件
2.郑州市体育局和郑州市教育局每年度下发关于下发郑州市各小学生比赛规程的通知文件。
3.河南省乒乓球管理中心下发的关于举办比赛的通知文件。
4.郑州市体育局2017年目标管理任务文件（郑体[2017]3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开展青少年儿童乒乓球业余训练。  2、承办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参赛人数达到300人
以上。3、参加乒乓球各级各类比赛，在参加比赛中获得该比赛名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根据《关于下达2017年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训练等经费的通知》，《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
少年竞技组竞赛总规程》，《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引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体青【2016】24号）》，
《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2019年郑州市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的要点》（郑体【2019】29号）》，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
全面开展青少年儿童乒乓球业余训练，承办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参赛人数达到300人以
上，参加河南省及全国乒乓球各级各类比赛，在参加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提高运动水平，使郑州市乒乓球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河南省及
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向高水平运动队提供和选拔人才，促进河南省体育事业发
展，专业运动水平提高。

年度绩效目标
大力开展乒乓球运动，使郑州市乒乓球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河
南省及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向高水平运动队提供和选拔人才，促进河南省体育
事业发展，专业运动水平提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示范性群众健身场所 ≥5个

注册运动员 ≥300个

质量 健身及运动设施安装合格率 ≥100%

时效 活动及设施配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群众对健身的满意度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运动场馆配套设施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工作队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4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刘东 联系人 冯耀萱

联系电话 0371-66239684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773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773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提高运动水平，使郑州市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为郑州有特色的传
统项目学校提供参赛机会，向高水平运动队选拔优秀苗子运动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良好的
成绩。

立项依据

1.根据国家乒羽中心、河南省体育局和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下发的关于举办各项比赛的通知文件
2.郑州市体育局和郑州市教育局每年度下发关于下发郑州市各小学生比赛规程的通知文件。
3.河南省乒乓球管理中心下发的关于举办比赛的通知文件。
4.郑州市体育局2017年目标管理任务文件（郑体[2017]31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开展青少年儿童乒乓球业余训练。  2、承办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参赛人数达到300人
以上。3、参加乒乓球各级各类比赛，在参加比赛中获得该比赛名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根据《关于下达2017年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训练等经费的通知》，《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
少年竞技组竞赛总规程》，《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引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体青【2016】24号）》，
《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2019年郑州市青少年业余训练工作的要点》（郑体【2019】29号）》，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项目实施计划
全面开展青少年儿童乒乓球业余训练，承办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参赛人数达到300人以
上，参加河南省及全国乒乓球各级各类比赛，在参加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提高运动水平，使郑州市乒乓球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河南省及
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向高水平运动队提供和选拔人才，促进河南省体育事业发
展，专业运动水平提高。

年度绩效目标

1、开展青少年儿童乒乓球业余训练。  2、承办郑州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参赛人数达到300人
以上。3、参加乒乓球各级各类比赛，在所参比赛中获得最佳名次。提高运动水平，使郑州市乒
乓球青少年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河南省及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优
异的成绩，向高水平运动队提供和选拔人才，促进河南省体育事业发展，专业运动水平提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示范性社区健身活动中心 ≥5个

注册运动员 ≥400个

质量 设施安装合格率 =100%

时效 活动及设施配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群众对健身的满意度 ≥95%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责任制度明确性 明确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场馆运行维护等保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9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9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9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9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用于培养后备力量，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及时对运动场
馆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更新，排除安全隐患，保障场馆正常运转，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立项依据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按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体育场馆使用功能分级》、《体育场馆照
明设计与检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
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各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建设、维修、管理资
金，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我校的运动馆场馆全部是政府投资建
造，该笔场馆维修更新经费用于场馆的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排除安全隐患，保障正常训练的安
全进行。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保障各个场馆水、电、气的正常使用，保证各个训练场馆干净、整洁、明亮、安全；保证单位工
作正常运转，训练、教学正常进行，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按《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实行市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5﹞1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郑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14﹞185号） 、《郑州市体育局财务
管理规定》、（郑体﹝2016﹞20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
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
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常规管理文件汇
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等校属
各项规章制度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的训练、教学工作前提下，按照政府采购要求，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证单位工作正常运转，训练、教学正常进行，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
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水、电、天然气、场馆维修在实际使用当在保证维修质量的前提下，节省开支，保障学校行政办
公、住校生日常生活的供给、文化课教学以及各个训练场馆、训练设施正常运转。为运动员创造
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预期达到全校师生的认可。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服务场馆面积 30000平方米

质量 设备完好率 ≥95%

时效 水电燃气保障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足体育训练需要 正常运转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教师生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设备配套完整率 ≥95%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566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566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566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566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完成在训住校生的伙食补助和伤残职工贾春霞的伤残补助。

立项依据
依照《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法》、《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补充规定（试行）》。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对伤残职工贾春霞进行伤残补助，完成在校生的伙食补助，保障运动员伙食营养均衡，为运动员
体力更好的发挥做铺垫。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体育运
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等校属各项规章制度执行；2、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责，权
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规定
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做好对残疾职工贾春霞的补助工作,做好在训生伙食补助。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对伤残职工贾春霞进行伤残补助，保障运动员伙食营养均衡，为运动员体力更好的发挥做铺垫。

年度绩效目标
对伤残职工贾春霞伤残补助100%全部到位，保障运动员伙食营养均衡，为运动员体力更好的发挥
做铺垫，运动员伙食标准满意率达到80%，保障运动员的正常训练，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运动员受益人数 ≥300人

质量 食品安全合格率 =100%

时效 伙食保障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保障饮食质量安全 安全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设备配套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科研经费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以校属项目运动员选材测试、运动员体能恢复的能量补充、伤病的治疗、重点运动员的生理生化
跟踪测试为主。

立项依据

依照《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
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
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9年青少年体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划》、《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创建评估标准》、《
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2015至2018年郑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意见》、《郑
州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
补充规定（试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体育场馆使用功能分级》各项目训练教学
大纲、2019年各项目省年度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少年比赛规程及补充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
青少年训练基础，以聘请精英教练员为项目带头人，提升教练员执教能力和水平；用于训练、教
育、生活设施的维修和改造，排除安全隐患，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以校
属项目运动员选材测试、运动员体能恢复的能量补充、伤病的治疗、重点运动员的生理生化跟踪
测试为主。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各项目参加2019年度比赛计划》《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常规管理文件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等校属各项规章制度执行；2、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
责，权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
件规定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员，按照《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和《全国青少年奥林匹克项目教学训练
大纲》的要求，进行年度运动员训练大纲考核测试，对苗子运动员进行跟踪，健全运动员人才库
。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根据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校建设必需具备科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
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体校建设必需具备
科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运动员理疗、伤病治疗率达到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运动员伤病治疗 =100%

质量 运动员能力素质提升 =100%

时效 运动员伤治疗病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项目责任制度明确性 明确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运动员对各项保障 ≥90%

满意度 运动员伙食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机制管理制度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各项配套设施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培训费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35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35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35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35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
青少年训练基础，以聘请精英教练员为项目带头人，提升教练员执教能力和水平；用于运动员训
练保障，教学、生活设施的维修和改造，排除安全隐患，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
环境。

立项依据

依照《关于下达2017年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训练等经费的通知》、《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
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2019年青少年体育工作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
促进计划划》、《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新周期（2017-2020）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
基地认定工作条目内涵及赋分标准》、《2019年郑州市体育工作要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郑州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
理制度》、《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补充规定（试行）》、各项目训练教学大纲、2019年各
项目省年度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少年比赛规程及补充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
青少年训练基础，以聘请精英教练员为项目带头人，提升教练员执教能力和水平；用于训练、教
育、生活设施的维修和改造，排除安全隐患，为运动员创造良好的训练、学习、生活环境。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各项目参加2019年度比赛计划》《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常规管理文件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等校属各项规章制度执行；2、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
责，权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
件规定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1.按照校紧缺人才招聘计划，对目前满足不了招聘计划的项目，实行聘用教练；2.组织年度各项
目运动员进行国家及省体育局运动员注册，建立运动员技术档案工作；3.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
员，按照《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和《全国青少年奥林匹克项目教学训练大纲》的要求，进行
年度运动员训练大纲考核测试，对苗子运动员进行跟踪，健全运动员人才库；4.做好2017年
—2020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相关工作。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全面提升基层青少年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体系，完成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高水平后备人才的任务。根据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
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校建设必需具备科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工作要求，达到国家级、省级重点基地校建设必需具备科
学选材、体能训练、康复治疗功能的基础需求，运动员理疗、伤病治疗率达到100%，保障运动员
的正常训练，加快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运动员输送率 ≥60%

质量 活动完成率 =100%

时效 活动完成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满意度 ≥1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教练、运动员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齐全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经费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18539439993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7756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7756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57756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57756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年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加
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培养合格的体育专业人才，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和体育事业发展总
体目标出发，促进体育运动学校间的比赛交流和加强青少年训练基层教练员、教师业务水平的提
高和发展。

立项依据

依照《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下达2017年全民健身和青少年
体育训练等经费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
全国各级各类体校教练员人才教育培训规划（2018-2022）》、《2019年郑州市青少年体育工作
要点》、《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新周期（2017-
2020）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工作条目内涵及赋分标准》、《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
年竞技组竞赛规程总则》、《河南省体育局关于引发河南省优秀苗子运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加快提升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以举办和参加各项体育赛事活动为抓手，大力
宣传运动项目文化，将体育文化融入全过程，在青少年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
神，挖掘传承传统体育文化，向社会、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青少年体育应有的贡献。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各项目参加2019年度比赛计划》《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常规管理文件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等校属各项规章制度执行；2、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
责，权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
件规定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1.组织校属篮球、射击、游泳、自行车、拳击、柔道、举重、摔跤、武术、现代五项等13个项目
参加年度河南省、全国青少年比赛；2.组织年度各项目运动员进行国家及省体育局运动员注册，
建立运动员技术档案工作；3.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员，按照《河南省运动员选材标准》和《全国
青少年奥林匹克项目教学训练大纲》的要求，进行年度运动员训练大纲考核测试，对苗子运动员
进行跟踪，健全运动员人才库；4.做好2017年—2020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相关工作
。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完成学校所承担的参加全国青少年及省级比赛和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夯实
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年度绩效目标

  预期全年组组织校属各项目运动队，600人次参加省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少年比赛，40%运
动员获得前三名；省十四运会组队率达60%。教练员参加市级及以上体育或教育部门主办的相关
培训率达100%；论文撰写率达100%；全年教练员年度训练计划、阶段总结、课时计划（训练教
案）齐全规范率达100%；全年所参赛项目的参赛计划、总结书写完成率达100%；全年各项目运动
员人才库入库率达100%。全面提升基层青少年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健全和
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完成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竞技体育高水平后备人才的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参加比赛项数 ≥57个

质量 比赛项目内容完成率 =100%

时效 比赛项目完成进度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培养体育人才 ≥350人

环境效益

满意度 运动员及教练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健全 长期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运动队训练保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10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宋振法 联系人 席运娜

联系电话 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88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88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888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888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主要用于保障自行车队训练、比赛、选材使用，装载训练比赛器材、配件、耗材、运动员能量补
给，保障自行车运动员公路训练和比赛全程，为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创造好的成绩起到保驾护
航作用。

立项依据
保障自行车运动员公路训练和比赛全程，降低和减少运动员骑行途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为运
动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创造好的成绩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自行车竞技体育运动属于高危险项目，在日常公路训练和比赛中需要保障工具车全程跟随运动
员，在运动员骑行通过每个路口时，保障工具车要提前到达拦截社会车辆，以保证运动员安全通
过路口，降低和减少运动员骑行途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同时装载训练或比赛自行车器材、配
件，对骑行途中出现的器材损耗及时更换；装载运动员能量补给，为运动员长途骑行进行能量补
充；对体力透支掉队的运动员及时收容。保障自行车运动员公路训练和比赛全程，为运动员的人
身安全以及创造好的成绩起到保驾护航作用。我校目前训练保障车为租赁车辆，按照市场询价，
我校将承担租赁车辆的租赁费、燃油费、过路费等费用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1、按《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各项目参加2019年度比赛计划》《
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常规管理文件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教学制度汇编》《郑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汇编》《郑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自行车队训练保障工具车管理使用暂行
规定》《自行车队训练保障工具车燃油使用说明及使用计划》                                                   
2、专款专用，务求实效，分级负责，权责一致。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体育专项资金有
关办法开展实施工作。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和招标程序，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省年度比赛自行车计划、全国青少年自行车比赛计划，有效的组织日常训练，按计划参赛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自行车训练保障工具车，保障自行车队训练、比赛、选材使用，装载训练比赛器材、配件、耗材
、运动员能量补给，保障自行车运动员骑行途中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年度绩效目标

自行车训练保障工具车，降低或减少了自行车运动员日常公路训练和比赛骑行途中意外伤害事故
的发生；保障了对骑行途中出现的器材损耗及时更换；保障了运动员能量补给，为运动员长途骑
行进行能量补充；保障了对体力透支掉队的运动员及时收容。保障了自行车运动员公路训练和比
赛全程，为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创造好的成绩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目标全年组织自行车运动
队70人次参加省锦标赛、冠军赛，全国青少年比赛，40%运动员获得前三名；省十四运会组队率
达80%，运动员骑行途中伤害事故发生率降低或减少7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在训注册运动员人数 ≥350

运动员输送率 ≥60%

质量 教练员、运动员能力素质提升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率 ≥98%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责任制度明确性 明确

环境效益

满意度 教练员、运动员对各项保障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 健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网球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体育训练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波 联系人 郭颖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832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832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562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562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此项目以校园为短式网球开展平台，增加青少年网球人口基数，在普遍水平提高后可以保证“每
月有比赛，每赛有积分”，促进良性体育竞技意识。短式网球进校园活动符合青少年身体发展规
律，为更深层次网球学习，或者专业网球路线奠定基础。

立项依据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试点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网球进校园活动的开展及郑州市短式网球特色学校的授牌，将进一步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运
动的积极性，助力中国青少年校园体育发展，让中小学生享受运动快乐，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
体魄强健，为孩子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基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市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5﹞1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14﹞18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15号）、《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规定》（郑体﹝2016﹞20
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局
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
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开展8所短式网球特色学校，计划上半年开展4所，下半年开展4所。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短式网球”是针对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和负荷能力，依循网球原理而产生的一种儿童网球运动
。短式网球容易让青少年去接受，具有避免成人化的特点，短式网球场地、球，还有规则都是适
合我们青少年去发展的，对他们的身心是很有帮助。开展8所短式网球特色学校。

年度绩效目标

促进青少年素质能力提升。探索实施了中小学校体育课程创新，把网球纳入教学范畴，科学设定
课程时间，灵活安排学习形式，为提高青少年实践能力提供了有效保证。把短式网球、娱乐运动
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切实解决了运动场地、设施不足问题，丰富了青少年健身形式。开展8所短
式网球特色学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开展短式网球特色学校 =8所

质量 项目完成率 =100%

时效 项目结项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受益学生人数 ≥2000人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完善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网球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青少年训练培训费

单位编码 060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波 联系人 郭颖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42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42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42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42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为了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顺应世界网球“启蒙小、成才早”的主流发展趋势。让更
多青少年儿童了解网球运动，积极参与网球运动，享受网球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健康快乐。奠
定郑州市网球后备人才基础，在选拔网球后备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项目包含举办4次网球
校园交流活动，1次组队参加全国性网球比赛和支付场馆运营水电费。

立项依据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试点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加强青少年网球项目交流，让更多的孩子及老师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网球项目中来。将校园网
球、基层网球的普及和提高落到实处。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市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5﹞1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14﹞18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15号）、《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规定》（郑体﹝2016﹞20
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局
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郑州市网球校园交流活动（4次）上半年两次，下半年两次
2020年组队参加全国性网球比赛（1次）下半年参加
场馆运营水电费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网球运动以其时尚、健康、低碳等独特魅
力，逐步走进青少年中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青睐。2020年郑州市网球校园交流活动
4次，培训人数达3000人，组队参加全国性网球比赛1次，支付场馆运营水电费 。                      

年度绩效目标

促进青少年素质能力提升。探索实施了中小学校体育课程创新，把网球纳入教学范畴，科学设定
课程时间，灵活安排学习形式，为提高青少年实践能力提供了有效保证。把短式网球、娱乐运动
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切实解决了运动场地、设施不足问题，丰富了青少年健身形式。2020年郑州
市网球校园交流活动4次，培训人数达3000人，组队参加全国性网球比赛1次，支付场馆运营水电
费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投入与目标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组队参加全国性网球比赛 =1次

举办网球校园交流活动 =4次

质量 项目完成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培训学生人数 ≥3000人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 齐全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网球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波 联系人 郭颖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1682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1682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724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724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短式网球作为一项有益儿童身心健康、简单易学、有利于扩大网球运动人口、培养网球后备人才
的新兴体育运动项目。

立项依据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试点工作的通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在小学初期开展“短式”网球可以用游戏的形式来引导学生。如进行单人的颠球比赛和多人传球
游戏，可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球感和手臂力量；进行脚踢网球可以增加下肢的灵活性；进行网球掷
远和掷准游戏则可以提高上肢力量。这样有目的的创设和开展游戏，既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又有利于身体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为他们的后继学习做好了身体准备，可谓一举两得。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市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5﹞1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郑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14﹞18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15号）、《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规定》（郑体﹝2016﹞20
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局
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郑州市体育局专
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1.2020年郑州第三届短式网球分站赛（第一站）
2.2020年郑州第三届短式网球分站赛（第二站）
3.2020年郑州第三届短式网球分站赛（总决赛）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网球运动除了体育运动所具有的强健体魄基本功能外,它更强调的是网球精神和网球礼仪的获取,
那种积极向上，机智果断,顽强拼搏,互相友爱、讲究礼仪、遵守规则的精神正是每一个成长中的
孩子需要的品质，因此，网球是适合在校园开展的一项有益有趣的运动。

年度绩效目标
短式网球比赛，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展示特长的平台，让他们在
自己所喜爱的空间里自由发挥，促进了校与校之间的交流与友谊，提高了青少年的网球竞技水平
。发展网球后备人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与目标管理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举办比赛 =3场

质量 项目完成率 =100%

时效 项目结项及时率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收益学生人数 ≥300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完善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配备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网球中心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体育工作经费

单位编码 060008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周波 联系人 郭颖

联系电话 0371-6788716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48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48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16982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16982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2018年11月-2019年10月单位门面房出租所得非税收入92500元，财政返还70%非税收入64800元，
用于单位场馆日常开支，外聘人员工资，保障单位的日常训练及活动的正常进行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郑州市关于＜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的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
郑财非税〔2012〕24号】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河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实行市级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5﹞10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九届第15号）、《郑州市体育局财务管理规定》（郑体﹝2016﹞
20号）、《郑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作实施办法》、《郑州市体育
局专项经费支出联审联批制度》、《郑州市体育局专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主要用于外聘人员工资 发放共计 61440元，剩余3360元用于场馆日常开支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保障单位场馆日常运转，保证外聘人员工资正常发放

年度绩效目标 保证外聘人员工资正常发放，保障单位场馆日常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投入与目标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发放外聘人员工资周期 =12个月

质量 工资发放率 =100%

时效 工资发放及时率 及时



产出目标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受益人数 =1人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外聘人员满意度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非税收入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完整性 完整

信息共享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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