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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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满意度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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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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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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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目标
(34分)

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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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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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将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拓展、运用到基础课程，开设人工智能的拓展型、研究型课程。通过实践探索进行逐步深入推进。配合课程
教学的开设，完成校本读本的设计与编写，并聘请商汤科技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的指导。

主要问题 1、从普及到拓展的课程知识覆盖面仍然不够宽；2、学生自主创新实验的孵化机制不够完善。		

改进措施
1、进一步完善下一年度项目计划，提升人工智能课程群的知识面宽度和科研深入度，为学生从入门到科创开辟一条高速公路。2、
在智慧校园管理系统建设上，进一步挖掘潜能，融合师生各种建议，打造更加完善的智慧校园系统。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利用云计算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先进技术，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共享的优势，
与海量的、分门别类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应用深度融合起来，即“人工智能+教育”模式，建设成一个集课件资源池、人工智能应用
和支持服务管理为一体的云端服务学习大平台，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
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基本出发点，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范围。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以网络化、智能化设
备为基础，着力打造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为人工智能教学应用示范校。
项目目标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广泛开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包括讲座、知识竞赛、文化游学等，目的是普及和提高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识。
 开展课程学习与实验室的同步建设，主要是开设人工智能的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从基本的对人工智能原理、模块
功能了解开始，逐步进入语言与算法的学习。
 利用人工智能课程的软硬件优势，与学科学习探究进行深度融合，全面升级学校科学教育特色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
的课程选择，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
 探索人工智能的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包括开发相关技术产品为教师日常教育教学服务、为学校各部门日常管理服务、为智能化校
园建设服务。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3,98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4,0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3,778,650.00 预算执行率（%） 94.94%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人工智能课程配套项目 预算单位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教育资源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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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5 5

合计 100.00 99.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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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8 8

8 8

6 6

5 5

5 5

4 4

10 10

14 14

10 10

5 5

10 10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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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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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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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目标
(34分)

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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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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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保障了国际课程部所有优质课程开展，制定了保障项目运行的保障机制，学生家长教师满意度高。			
"		

主要问题 暂无

改进措施 暂无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卢湾高级中学一直以科学教育为办学特色。学校不断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开展国际课程，为的是推进国际课程本土
化的进程，探索优势互补的国际教育新模式中；促进教师课程与教学理念的更新，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融中西教育之精粹的教师
队伍；同时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创新能力，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同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教学体系中坚持作为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

项目年度目标：明确定位，稳健推进国际课程；科学规划，精心设置中加课程；精细管理，有效保障教学质量；关注成长，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新型人才；打造具有前沿教学理念，集中加教学所长的教师团队；推进国际课程在卢
湾高级中学的本土化，助力学校的科学教育更上一层楼。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3,633,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3,500,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3,493,495.70 预算执行率（%） 96.16%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国际课程专项 预算单位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国际课程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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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5 5

合计 100.00 99.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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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8 8

8 8

6 6

5 5

5 5

4 4

10 10

14 14

10 10

10 9

5 5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长效机制 项目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按时完成率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效果目标
(15分)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社会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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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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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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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目标
(34分)

计划完成率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

质量达标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
程度。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投入与管理
(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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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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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主要绩效

1、在机器人、OM、DI以及航模等特色项目上，完成设备保障、队伍建设，并达到保持全国层面领先地位的目标；2、适当增加子项
目开发，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学生参与面和社会影响力；3、增设科普项目，像学区推广和普及特色科技项目。			
"		

主要问题 暂无

改进措施 暂无

项目年度总目标

项目总目标：对科技特色课程从理念、环境、队伍、操作、发展等层面理顺科技教育的运行保障机制，建立良性的科技教育工作网
络体系，使这些特色项目步入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项目年度目标：1、搭建平台，提供资源，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科研的实践能力。2、提升特色项目含金量，增强大赛中的竞争力，
保持科技特色项目在全国层面的领先地位，争创人工智能样板校。

自评时间 2021-06-20

绩效等级 优秀

当年预算数（元） 35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0.00

预算执行数（元） 348,693.60 预算执行率（%） 99.6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科技特色竞赛项目活动经费 预算单位 上海市卢湾高级中学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技术组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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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5

合计 100.00 99.00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影响力目标
(15分)

社会知晓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知晓程度。

信息共享度 项目信息资源共享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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