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教育局机关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郑州市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消除大班额专项资金

单位编码 028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荆改强 联系人 张鹏丽

联系电话 66961478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6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6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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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解决就学难消除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的通知》郑政办〔2018〕80号。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自2015年我市建立了“支持郑州市
市内各区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资金”，按照“客观公正、奖补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综合考量
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市对各区教育均衡转移支付主要包括：教育均衡保障补助（权重50%，2个
亿）、教育投入奖励补助（权重15%，6000万元）、新增学位奖励补助（权重20%，8000万元）、
收入贡献度补助（权重15%，6000万元）四项。选取市内区现有学生人数、教育投入增长比例、
新建学校和新增标准班等影响基础教育的客观因素，采用统一公式和规范办法计算后的结果作为
分配依据。该项资金每年安排4.6亿元，采用同样因素分析法分配奖补资金，促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消除大班额。资金下达后各区可统筹用于弥补生均经费不足、改善办学条件、教师培训、
内涵提升等基础教育支出项目，进一步促进市区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郑州市解决就学难消除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郑政办〔2018
〕80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决策部署，
强化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推动义务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明确项目中的任务分工、责任及工作内容；根据工作计划及时拨付资金，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制定项目的监管制度及监管措施；形成后续相关考核结果。

项目实施计划 3月底前下拨县（市、区）资金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支持郑州市市内各区教育均衡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用于弥补生均经费不足、改善办学条件、教师培训、内涵提升等基础教育支出项目，进一步促进
市区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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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资金到位情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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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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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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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补尽补率 =100%

质量 工作完成率 =100%

时效 补助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区域教育教学水平 提升

区域教育教学水平差距 缩小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受益人群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郑州市教育规划编制合理性 合理

资金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各区财政局和教育局沟通协作及时
下达资金

健全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定期汇报情况 良好



郑州市科学技术局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科技型企业培育

单位编码 029001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项目负责人 朱凤臣 联系人 史明全

联系电话 67176525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59744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5974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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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促进我
市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对科技型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进行后补助，企业分为“科技雏鹰企业”
、“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瞪羚企业”和“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四类。对“科技雏鹰企业”
上年度研发费用按照3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50万元；对“科技小巨人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
按照20%进行补助，最多不超过150万元；对“科技瞪羚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按照20%进行补
助，最多不超过300万元；对“科技创新龙头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定额补助600万元。

立项依据
《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郑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
（郑发〔2016〕12号）；郑州市科技局 财政局《郑州市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细则》
（郑科规〔2019〕4号）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科技型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是推动创新型城市
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力量。顺应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形势、新要求，加快
培育科技型企业，对于激发创新活力、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本项目对科技型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进行后补助，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我
市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郑州市科技局 财政局《郑州市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实施细则》（郑科规〔2019〕4号）

项目实施计划
1、2019年8月发布工作通知；2、2019年9月完成专家评审；3、2019年10月公示；4、2019年11月
上报资金预算。5、2020年3月底前下达计划文件。

备注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实施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鼓励、带动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促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年度绩效目标
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先进技术水平、引领行业发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瞪羚企业”和“科
技创新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的“科技雏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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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投入与目标管理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培育科技型企业 ≥1000家

质量 引导科技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时效 资金拨付及时性 及时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示范带动效应 好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项目支持单位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管理机制 健全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相关部门协调性 高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机关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乡村建设

单位编码 043001 资金用途 政策类（转移性支出）

项目负责人 谢鸿利 联系人 王鹏

联系电话 0371-67170720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22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222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20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200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市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从2015年开始启动市级
美丽乡村试点村项目建设。今年市委要求加大郑少洛高速沿线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结合部规划保
留村人居环境改善，在以往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全市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针对6县（市）农村特别是贫困和偏远农村在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薄弱的现状，
开展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工作，逐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通过试点来解决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薄弱、群众需求迫切的行政村（农村社区）的群众出行、道路照明、环境改善、丰富娱乐
生活等基本需求，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增强基层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立项依据

（1）根据《关于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设立乡村建设大专
项，包含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资金、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两个支出方向。
（2）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资金：《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美丽郑州建设规划
（2014—2020）的通知》（郑发〔2014〕18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市历史文化风貌
特色村和自然生态风貌特色村保护发展的意见》（郑政文〔2014〕153号）、《郑州市农委、郑
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郑财农〔2016
〕9号）。
（3）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郑发〔2019〕7号）三-（五）中明确：“开展农村公共服
务建设维护试点，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机制，加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打
造一门式办理、一门式服务的乡村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县乡行政服务向行政村延伸。”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1.按照农业部提出的 “产业发展、生活舒适、民生协调、文化传承、支撑保障”的美丽乡村建
设目标，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业、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原则，在保护古建筑、原生态的基础
上，合理规划建设，使农村风貌、乡土建筑与自然山水相协调，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2.将道路、环境卫生、路灯、公共文化设施等基础性公益事业建设基本完成。解决解决道路养护
修缮、卫生维护、村办公益设施维护等是农村当下最直接迫切的问题。
3.促进老区173个贫困村实现脱贫，建设小康社会；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依据《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郑州市村级公共服务项目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等使用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
1.2020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项目15个左右；
2.在全市60个行政村（农村社区），探索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建设革命老区，促进老区贫困村脱贫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1.以“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产业美”为重点，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村逐步实现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
2.通过财政投入让试点村民在出行、环境、卫生、文化等方面有较大改善，让农村社会稳定，村
容整洁，风貌祥和。2021年基本完成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并形成制度，让农村、贫困地区和针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持续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1.2020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项目15个左右；
2.在全市60个行政村（农村社区），探索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建设革命老区，促进老区贫困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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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情况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产出目标

数量
美丽乡村建设 =15个

公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 =60个

质量 建设项目符合相关行业标准 达标

时效 资金拨付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农村群众出行、道路照明、环境改
善、丰富娱乐生活等基本需求

明显改善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明显提高

基层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明显增强

环境效益
“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
美、产业美”目标

基本完成

满意度 基层群众满意率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进行预算公开 完成

其它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    

项目名称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助项目

单位编码 057001001 资金用途 业务类

项目负责人 付桂荣 联系人 杨建华

联系电话 67172021

开始时间 2020-01-01 结束时间 2020-12-31

项目总金额 80000000.00 项目本年度金额 80000000.00

上年度项目总金额 80000000.00 项目上年度金额 80000000.00

项目详细信息

项目概况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加快推进城市公立医院
改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和主体作用，切实落实政府办
医责任，着力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等体制机制改革。
    项目包括：1.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补偿90%，财政按
照原供给渠道补偿10%。2.通过每年对纳入市财政补偿范围的公立医院进行年度目标考核，对考
核成绩突出的前五名医院分别给与50、40、30、20、10万元的奖励资金。3.因耗材取消加成减少
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80%，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补偿20%。4.药品二次议价谈
判降低的部分合理收入给30%的财政补偿。
    开展项目的主要地点为市本级16家市属市管公立医院。
    开展活动：在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项目的资金性质：奖励优秀，补助缺口。

立项依据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17〕
23号）提出“探索建立药品（耗材）价格谈判奖励机制。鼓励医疗机构或采购联合体与药品（耗
材）生产经营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在不高于集中采购价格或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价
格谈判降低药品（耗材）费用的，根据差价金额，财政按原供给渠道给予适当奖补。”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2017年7月我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7〕23号，按照“改体制、建机制、优秩序、控费用、强考核”的思 路，以取消药
品加成为切入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耗材）釆购、编制人事、收
入分配、医保支付、考核监管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
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重点在破除
以药补医、建立政府办医体制、改革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文件中规定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补偿90%，财政按照原供
给渠道补偿10%。根据参与改革的医院性质和隶属关系，对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政府补助实行分类
管理、各负其责。各级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由同级财政负责落实；行业部门、事业单位举办的公
立医院由主管部门按照原经费渠道落实；部队、企业和高校举办的公立医院由举办单位负责落实
。在公立 医院药品零差率10%的财政补偿落实到位前提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不足90%的，
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对所属公立医院给予适度补偿，保障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

项目配套
制度措施

2017年7月我市出台《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郑政〔2017〕23号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6月底前100%拨付，其中6月底前0%拨付下达县（市、区）。

备注 无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以取消药品加成为切入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价格机制、药品（耗材）釆购、编制
人事、收入分配、医保支付、考核监管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
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重
点在破除以药补医、建立政府办医体制、改革人事薪酬制度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年度绩效目标
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补偿90%，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补偿
10%。根据参与改革的医院性质和隶属关系，对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政府补助实行分类管理、各负
其责。符合条件纳入市财政补偿范围的市属市管公立医院共19家。项目支出完成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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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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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覆盖市属市管公立医院数量 =19家

质量 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 资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公立医院药品价格投诉事件 =0起

环境效益

满意度 公立医院患者就医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跟踪考核机制完备性 完备

人力资源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目录公示
率

=100%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