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学生奖助学金 预算单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学生处、研究生部、留学生事务
办公室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否

当年预算数（元）： 15,035,6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6,345,840.00

预算执行数（元）： 15,035,6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自评时间：

绩效等级：

主要绩效：

项目绩效自评价

对品学兼优的、符合评选条件的优秀困难学生予以奖励。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精准资助，不让学生
因困难而辍学。对品学兼优的、符合评选条件的优秀学生予以奖励。每月发放；完善激励机制，全面激
发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留学生招生；激励留学生发奋学习，积极参与各类
文体活动与社会实践；符合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对市政府奖学金的相关使用规定。													

2020-05-08

优秀

选取其中几个较大项目作为主要绩效：
一、根据评定工作要求，经学生个人申请，班组推荐，学部（院）初审并公示，学校审核并公示，无异

议，本专科生评定国家助学金资助1550人，上海市奖学金26人，国家励志奖学金473人，保障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资助工作，保证财政资金投入、预
算执行率和资金到位率均达到100%，完善各项资助政策和工作程序，确保资助程序民主、公开和高效，
确保学生资助经费专款专用。
二、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对
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通过评选，发放校级本专科学业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分为：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单项
奖学金（包含自强奖学金、社会实践奖学金、文体竞赛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考研奖学金和基层就
业奖学金），累计发放优秀学生奖学金1733人，单项奖学金2525人。
三、完成研究生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助理管理员等项目和岗位的评定和发放。
四、22名学生获B等奖学金资助，含学费及医疗保险费；2名学生获C等奖学金资助，含一半学费及医疗
保险费；27名学生获医疗保险费资助。
2018年度外籍学历生为80人，2019年度外籍学历生未110人，增长率为37.5%。留学生出勤率高，大部分
学生的平均成绩高于75分。留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促进了我校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

性，提升了我校外国留学生在社区的知名度。



主要问题：

改进措施：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评分规则 自评分 备注
1 投入与管理 36 34

2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和规定，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6

①资金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财政管理改革要求、财务管
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包括公务卡、“
三公”经费、政府采购等）；（3
分）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1分）③是否
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
用途；（1分）④资金使用是否执
行预算管理改革的相关要求。（1
分）

6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绩效
目标与预算是否匹配。

8

①是否随同项目预算同时设置和
报送绩效目标；（1分）②绩效目
标是否与项目预算或资金量相匹
配；（2分）③是否将项目绩效目
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和
指标值；（1分）④项目预算编制
是否细化和量化（主要体现为依
据充分、流程合规、数量合适、
单价合理）。（4分）其中：科学
细化量化的得4分，基本细化量化
的得2分，未细化量化的不得分。

6

一、进一步增加调查问卷的样本量。根据目前的学生资助满意度调查的样本，适量增加样本量，覆盖面
包含本专科生、研究生，使得样本的量和面更广，更能反映出学生资助的效果显现。
二、通过多渠道，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加大对奖学金项目的宣传力度，宣传获奖学生的优秀事迹，发挥
朋辈榜样作用，激励学生奋发学习。
三、进一步落实中外学生汉语/英语学习互助小组的活动，设定明确目标，使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在每学
期都有实质性的提高。留学生辅导员，学业导师，每月向任课老师了解留学生的学习情况，督促留学生
努力学习,为留学生指明学习方向，对学习落后者提出学业警告。

一级指标

一、相比奖助学金项目资助人次，学生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样本量还不够，不能很好地反映出项目实际资
助效果。
二、学校奖学金项目的政策宣传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弱，影响了汉语授课的学习能力，也影响了外国留学生参加社区服务、企业
实现及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少部分学生学习努力程度还不够。



4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的规范情况。

5

①是否与项目本部门（单位）职

责密切相关；（1分）②是否符合
部门（单位）中期规划、年度目
标和计划；(1分）③项目是否按
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分）
④项目是否经过本部门（单位）
预算评审；（1分）⑤事前是否已
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1
分）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参考分值区间，按实际完成情
况打分）①预算执行率在90%及以
上得8分；②预算执行率大于80%

以上不到90%得6-8分；③预算执
行率70%以上不到80%得4-6分；④
预算执行率70以下，不得分。

8

6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
、有效，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
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
保障情况，以及反映和考核项目
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

5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
资金（资产）管理办法；(1分）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
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1分）
③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
机制；（1分）④是否采取了相应
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
手段；（1分）⑤是否按项目进行
成本核算，开展必要的项目成本

控制。（1分）

5

7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的
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项目实
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
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
了必需的措施。

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科学合理的
业务管理制度；（1分）②项目调

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1
分）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
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1
分）④是否采取了有效的项目推
进、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
制措施或手段。（1分）

4

8 产出目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与计划产出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

出目标的实现程度。（对照项目
具体绩效目标和指标）

34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

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34

9 理论研究完成率

 
 

 
 

  研究生人均发表论文数
 

 


6

  ？     研究生人均发表论文
0.2篇得1分；发表0.3篇得2分；
发表0.4篇得4分；发表0.5篇及以
上得6分。

6



10 学生知晓率 学生知晓奖助学金制度的情况 5
通过访问调查知晓率分5档、5、4

、3、2、1分
5

11 精准资助率

 
 

  反映受资助本专科生、研究生
是否符合评选条件，有无异议。

 


6
    精准资助率100%得6分，90%
以上得3分，80%以上得2分，60%
以上得1分。

6

12 项目延误率

 
 

  本专科生、研究生奖助学金评
定的实际工作进度与计划工作进
度的一致性

 


6
    项目延误率小于等于1%得6
分，大于1%不得分。

6

13 项目计划完成率

 
 

  反映本专科生、研究生奖助学
金评定工作按计划完成情况

 


6

  ？ 严格按照评选办法执行，上
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
及国家助学金均按计划在10月份
完成评定工作，计划完成率100%
得6分，90%以上得4分，80%以上
得2分，60%以上得1分。

6

14 成本费用率

 
 

  资助政策宣传及劳务费等人工
成本费用占总经费的比例

 


5
    成本费用率小于等于1%得5
分，大于1%不得分。

5

15 效果目标

项目实施是否解决了项目设立时
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的效果
（含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等，属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的,应结合实际收集社会公众满意
度信息）。（对照项目具体绩效
目标和指标）

15
各项指标按实际完成情况打分，

自评分不能超过权重分。
13

16 助学质量优良率 反映受助学生学业优良情况 3 学生学业优良分3档、3、2、1分 2

17 受助学业通过率 受助学生的学业通过情况 2
受助学生完成学业合格得1分、否
则不得分

2



18 学生感恩教育率

 
 

  组织受助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参与感恩教育的学生人数占总受
助学生数的比例

 


3
    学生感恩教育率90%以上得3
分，80%以上得2分，70%以上得1
分。

3

19 学生因贫困辍学率

 
 

  学校本专科生、研究生因家庭

经济困难导致辍学的人数占总人
数的比例

 


2
    学生因贫困辍学率小于等于

1%得2分，大于1%不得分。
2

20 学生及家长满意率

 
 

 
 
    受助学生及家长对项目执行
的满意度

 


3
    根据数据统计，满意度从高
到低分3档：3、2、1分

2

21 学生投诉率

 
 

  受资助学生中投诉学生数占总
人数的比例

 


2
   学生投诉率小于等于1%得2
分，大于1%得0分。

2

22 影响力目标 15 15

23 活动宣传率

 

 

  反映该项资助活动的宣传效果

 


5
    通过问卷调查，活动宣传效
果从高到低分5档：5、4、3、2、
1分

5



24 项目延续性

 
 

  本专科生、研究生奖助学金项
目可延续性

 


3
    本专科生、研究生奖助学金
项目可按学年持续实施从高到低
分3档，3、2、1分

3

25 项目评选信息公开率

 
 

  反映项目评选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的比例

 


3
    项目评选信息公开率90%以上
得3分，80%以上得2分，70%以上
得1分。

3

26 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市
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
和提高资助标准的通知》（沪财

教[2015]55号）和《上海市外国
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申请指南》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留学上海网
站）执行。
 
    ？
 

 


2
    ？？？ 项目立项符合规范为

2分。不符合规范为0分。？
2

27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根据教育部和上海市的相关管
理办法立项

 


2

    立项依据充分得2分，立项依

据部分充分得1分，立项依据不充
分不得分

2

合计 100.00 9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