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8 年“楚天学者计划”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大力推进人才强省战略，“楚天学者计划”项目由省教育

厅于 2000 年开始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实施以来成效显著。特别

是有力推动了我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遴选和造就

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专业带头人，形成一批优

秀创新团队。武汉工程大学以此借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绩

效优良。首先，学校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积极申报“楚天学者计

划”设岗学科，大力引进“楚天学者计划”特聘岗位人员。其次，

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严格规范和程序，依法依规进行选聘合同管理

和过程管理，基本保证全职在岗工作。

“楚天学者”计划与学校发展密切相关，可以有力促进教育

事业发展。本项目在业务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有效性高，财务制度

健全，有力地保障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由于“楚天学者”计划

项目的实施，加强了我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在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方面，“楚天学者”积极从事教学活动，科研活动。近期

我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各级纵向项

目的申报获批逐年稳步增长，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横向项目

数量上也有大幅提升，2018 年全年科研进账 1.16 亿元。每年申

报“楚天学者”计划申报项目人数逐年递增。为学校的可持续发

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该项目资金由教育厅拨付，共计 380 万元。全部用于支付“楚

天学者计划”人员津贴。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楚天学者计划”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依

照项目管理规定和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

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

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

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

事后多方面控制。本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和实施绩效评价过程，从而得出评价结论。通过这样的绩效

评价，达到合理使用财政资金，提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项目管理

效率，改善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该项目经教育厅预算批复后立即开展，项目资金到位的及

时、足额，保证了项目在 2018 年的顺利实施和绩效目标的达成。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拨付资金总计 380 万元，全部用于“楚天学者”计划

特聘教授、楚天学子、讲座教授的岗位津贴的发放。资金到位率

和到位及时率达到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设立；财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管理体制，杜绝

专项资金被套取挪用。报销支付项目资金时，财务人员按照财务

管理有关规定严格审核把关。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项目资金的资助范围在 2018 年大幅提升，对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进和激励保障，使得我校楚天学者计划

顺利实施，并有力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发展。2018 年，学校入选

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化学、材料科学 2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2018 年学校科研进账 1.16 亿元，纵、横向分别较去年

增加 740 万元、1151 万元。研究设计院收入 1.1 亿元。国家级项目

立项 49 项，其中自科基金 38 项，社科基金 7项，自科基金获批数

量创历史新高，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实现零突破。获批科技部重点研

发项目 1项，总经费 4600 万元，其中国拨经费 2273 万元。获省部

级、协会科技奖励 12 项。授权发明专利 170 项，较去年增加 24 项；

SCI 等收录论文 1122 篇，SCI 一区、二区、SSCI 收录论文数分别较

去年增加 31 篇、36 篇、7 篇。获批“光学信息与模式识别”湖北省

重点实验室，新增中央支持地方平台建设专项 1项，磷资源开发利

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顺利通过验收。湖北省“楚天学者计

划” 特聘教授岗位设置学科增至 23 个。

教师中，中国工程院“双聘院士”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 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省高端人才引

领计划入选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2

人，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3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

才工程人选 74 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3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享受

国务院和省政府津贴的专家 29 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8

人，湖北省特聘岗位专家 59 人，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

理论家培育计划 6人，“工大学者计划”特聘岗位人员 34 人。这些

成绩的取得与楚天学者的引领带头作用密不可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楚天学者”计划的实施，加强了我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在优势学科领域吸引、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

专业带头人，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十

几年来，在省教育厅的领导和学校党委及行政的大力推动下，我校

“楚天学者计划”的实施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我校获批在岗的

楚天学者各层次人才在聘期内承担各类纵向项目 250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48 余项；2018 年发表高水平 140 篇，获得专利数 40

项，共指导博士或硕士共 142 人，为省委省政府提供重大决策的咨

询成果 1项，组建或参与组建具有先进水平的创新团队 17 项。历届

楚天学者中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 17 项，有 10 人分别担任了教

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群体、湖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湖北省省委组织

部创新团队的负责人，有 8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有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有 4人次获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称号，有 2 人入选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6

人入选第二层次。

由于“楚天学者计划”特聘岗位人员的加盟，学校在承担重大国

家课题、标志性获奖科研成果、优秀创新团队建设、学科建设等方

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学校更名成功、本科教学评估获

优以博士学位点顺利获得授权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善

等相关内容。

（1）预算安排、调整支出方向和支出结构等方面

1.建议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根据高校楚天学者对于学科

建设和服务社会的贡献及其特殊性，建议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2.建议鼓励团队引进形式，适度增设特聘人员的科研启动工



作经费，协助其回国后组建团队，顺利启动科研工作。

（2）提高项目绩效、优化项目管理等方面

1.制定省属高校楚天学者的长远规划和阶段性目标，提升楚

天学者的整体效应。通过整合资源，制定长期规划和阶段目标，

调动楚天学者和省属高校积极性，鼓励突出贡献的单位或楚天学

者。

2.建立科学合理绩效考核考评机制。积极开展省属高校楚天

学者专题调研活动，定期评估绩效和楚天学者满意度，公开发布

调查结果与研究报告，并将评估结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在此基

础上适时调整后续工作方案，探索更加有针对性的方式。

3.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重视各项目

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保证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建议继续加强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保证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

效性。省厅有关部门强化监督，加强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财

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楚天学者”计划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总分：100

项目名称 “楚天学者”计划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人事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380 380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当年新增人数 10-15 人 11 10

质量指标 聘请学者条件
符合楚天学者

计划文件要求

聘请学者均达到

要求
10

时效指标 计划执行、完成时间 2018 年底 完成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不超过预算

共计 388 万元。全

部用于支付“楚天

学者计划”人员津

贴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计划实施对学校产生

的社会效益

学校学科建设

更上一个台阶

1.2018 年，学校

入选湖北省国内

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

2.学校化学、材料

科学 2 个学科进

入 ESI 全球前

1% 。

40



2018 年辅导员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背景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鄂办发【2011】39 号）和《省教育

厅关于做好湖北省高校辅导员专项奖励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鄂教思政【2014】8 号）精神，进一步促进学校辅导员队伍职

业化、专业化建设，建立辅导员奖励制度。学校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结合辅导员工作绩效考核，对工作满

一年且上年考核称职（合格）及以上的专职辅导员，实施差异化

奖励。

2.项目实施情况

（1）成立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湖北省教育厅下发了《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北省高校辅导员

专项奖励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鄂教思政【2014】8 号）文件。

根据文件精神，学校成立了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组

织人事部、纪委监察处、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处、计划财务处负

责人为成员的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处）。领导小组职责是制

定学校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办法；分配奖励名额，统筹领导、协

调、监督评定工作；裁决辅导员对评定结果的申诉。

（2）制定《武汉工程大学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办法》

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于2014年11月先后召开

2 次专项工作会议，在广泛征求学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武

汉工程大学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办法》（校学【2014】70 号），



对全体专职辅导员和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中 60%（四舍五入）

人员实施差异化奖励。辅导员专项奖励奖励标准：一等：6000

元；二等：4500 元；三等：3500 元。

（3）经个人自评、院系复核、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校

长办公会审定，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2018

年辅导员专项奖励名单，并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在全校范围内进

行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2018 年奖励 66 人，奖励人数为全体

专职辅导员和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60%。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

工作领导小组于2018年 12月20日将奖励名单上报学校财务处，

一次性将现金奖励全部发放到辅导员工资卡上。

3.简要概述项目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促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努力打造

一支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和数量适中、结

构合理且相对稳定的辅导员队伍。

年目标：积极推进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积极

开展辅导员奖励、培训等，提高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和工作热情，

推进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2018 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2 万元，学校于 2018 年 12 月由

学校计划财务处一次性发放到奖励人员工资卡上，32 万元全部

发放完毕，做到专款专用。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不断推进我校绩效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增强我校的

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预算执行结束后，

及时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能够及时发现预算

执行、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改进绩效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

（二）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该专项项目绩效评价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项目实施单位

自评小组与工作小组抽查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比较法、公众

评议等方法进行评价。

我校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确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原则；

3.收集、整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

4.整合资料，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5.综合分析评价。

（三）绩效评价框架

绩效评价原则：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比较法原则。

评价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

为评价的标准。

评价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

法。

（四）证据收集方法

本项目评价证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1.项目实施基础数据信息；

2.项目实施事实信息。

拟采用的证据收集方法:

基础数据及事实信息，通过案卷研究、案例研究、面访、座

谈会、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表彰会等方法取得。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

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及评价目的，成立绩效评价小组；了解



项目基本情况，设计资料清单、访谈提纲、调查表等调查文本，

拟定评价方案。

2.收集评价资料

根据资料清单、调查表等调查文本完成资料申报，并根据评

价需要，收集相关资料。

3.现场考评

通过组织面访、座谈会、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等对我校 14

个学院辅导员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考核。

4.评价分析及形成报告

完成非现场考评工作、撰写评价报告及提交。具体工作包括：

（1）基础数据与资料审核；（2）修订初始评价方案；（3）从项

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这三个维度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发现问题及形成相关建议；（4）撰写评

价报告初稿；（5）根据反馈意见对评价进行修改；（6）正式提交

评价报告并归档等。

（六）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辅导员专项奖励对辅导员工作热情及职业能力的提高较难

量化衡量，其影响是一个长期过程，我校辅导员工作岗位调整变

化较大，绩效评价的全面性受局限。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鄂办发

【2011】39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北省高校辅导员专项

奖励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鄂教思政【2014】8 号）精神，建

立高校辅导员奖励制度。

经湖北省教育厅批准，我校通过了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建



设专项(高校辅导员奖励项目)，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2 万，对工

作满一年且上年考核称职（合格）及以上的专职辅导员，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结合辅导员工作绩效考核，对

本校现有全体专职辅导员中的 60%（四舍五入）实施差异化现金

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落到实处，全额奖励无结余，发挥了资金的

最大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

队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骨干力量，得到了学校各方极高的重视。学校成立了由分管学

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组织人事部、纪委监察处、学生工作部、

研究生处、计划财务处负责人为成员的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

（处）。领导小组职责是制定学校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办法；分

配奖励名额，统筹领导、协调、监督评定工作；裁决辅导员对评

定结果的申诉。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本项目实施对象为在职在岗且工

作一年以上的部分优秀专职辅导员及部分优秀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高校专职辅导员界定按照教育部解释执行，即在一线直

接从事本专科生、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员。学校成

立的评价小组是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组织人事部、

纪委监察处、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处、计划财务处负责人为成员

的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处）。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

组于 2018 年 11 月先后召开 2 次专项工作会议，以《武汉工程大

学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办法》（校学【2014】70 号）为依据，广



泛征求学院意见，对全体专职辅导员和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中

60%（四舍五入）人员实施差异化奖励。辅导员专项奖励奖励标

准：一等：6000 元；二等：4500 元；三等：3500 元。经个人自

评、院系复核、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校长办公会审定，辅导

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2018 年辅导员专项奖励名

单，并于 2018 年 12 月 7日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无

异议。2018 年奖励 62 人，奖励人数为全体专职辅导员和心理健

康教育专职教师的 60%。辅导员专项奖励评定工作领导小组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将奖励名单上报学校财务处，一次性将现金

奖励全部发放到辅导员工资卡上。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辅导员专项奖励项目在激励辅导员工作上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能更好的发挥高校辅导员的作用，吸

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一步防止人才的流失。

对于表现优秀的辅导员及时表扬和肯定，并给予一定的资

金、物质奖励，奖金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辅导员的薪资待

遇，表现越优秀，待遇越高。这样可以大大激发辅导员队伍的工

作热情，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辅导员人才的长期培养、有

利于辅导员职业的稳定的发展，促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

建设。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组织开展全校辅导员和班主任专题培训班 3 期，选

派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省级培训 17 人次，辅导员人均参加培训

42 学时，购买了工具书、编印了辅导员、班主任培训学习资料。

立项校级精品项目 19 项，以此为基础申报教育厅 4项，获批重

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3 项，获得研究经费 5 万元，排名省属高



校第一位，实现历史性突破。2018 年第四届（4年一届）湖北省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奖我校获得三等奖两项，排省属高校

前列。

为了更好的对辅导员专项奖励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我校

对部分获得了辅导员专项奖励项目的教师进行了座谈，统计分析

后得出以下结论：

1.100%辅导员表示此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辅导员的薪

资待遇；

2.100%辅导员表示此项目大大激发了辅导员队伍的工作热

情和积极性；

3.40%辅导员表示希望长期服务在学生工作一线，不愿意调

离辅导员岗位，有利于辅导员职业的稳定发展；

4.80%的辅导员对岗位的满意度为满意或非常满意。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下一步改进措施

1.主要经验及做法

（1）对于表现优秀的辅导员肯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物

质奖励，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辅导员的薪资待遇。这样可以

大大激发辅导员队伍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辅

导员人才的长期培养、有利于辅导员职业的稳定的发展，促进辅

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2）根据《湖北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严格

落实专职辅导员配备规定，强化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

用。一是修订《武汉工程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法》、《武汉

工程大学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全校辅导员和班主任

专题培训班 3 期，选派辅导员、班主任参加省级培训 17 人次，

辅导员人均参加培训 42 学时；购买工具书、编印辅导员、班主



任培训学习资料，为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和班主任工作提供政

策和条件保障。

（3）大力实施“辅导员素质提升工程”，丰富辅导员培训体

系，围绕“学、研、说、写、聊、赛、行”七大版块，在全校辅

导员中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培训 20 次，邀请了“时代楷模”、“全

国优秀教师”大连海事大学曲建武、中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

唐海波、全国优秀辅导员夏睿、湖北省急救技能培训中心等对辅

导员进行专题培训。

（4）组织开展 2018 年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以赛带练、以

赛代训，强化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不断提升高校辅导员的理论

水平、专业素养和宣讲能力，全面提高辅导员工作的针对性和亲

和力。张荟、蔡明广、黄钞华等多名辅导员被学校网站“一线聚

焦”报道, 评选了十佳辅导员 10 名。

（5）2018 年围绕教育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学风建设及《武汉工程

大学学生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主题组织系列“辅导员沙龙”活

动。邀请校外专家走进校园就大学生心理健康调适、职业规划、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开展“辅导员学”系列活动。以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生事物管理、学生资助管理、心理健康等为

主题成立了 8 个辅导员工作室，支持辅导员开展校本研究。举办

了 2018 年辅导员精品项目立项公开答辩评审会，共设立重点项

目 6 项，一般项目 13 项。以此为基础申报教育厅 4项，获批重

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3 项，获得研究经费 5 万元，排名省属高

校第一位，实现历史性突破。2018 年第四届（4年一届）湖北省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奖我校获得三等奖两项，排省属高校

前列。

拟与预算相结合情况



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使用该专项经费，完成年初

制定的绩效目标，我校将在今后的预算分配比例制定时充分考虑

实际支出的需要和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及时作出调整，予以灵

活执行，将项目经费用到实处，更好地产出效益。

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湖北省高校辅导员奖励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总分：99

项目名称 湖北省(武汉市、县、区）高校辅导员奖励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学生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32 万 32 万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66 66 10

质量指标 课题研究 3 5 10

时效指标 奖励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成本指标 实施辅导员素质提升工程 七大行动 七大行动 10

效益指标（2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评审过程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20

满意度指标

（20 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 辅导员满意度 基本满意 80% 19



2018 年青年教师国际交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了贯彻落实湖北省人才强省战略，满足学校教书育人、学

科建设、社会服务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我校积极组织青年教师申

报国家公派出国项目。有计划资助中青年后备骨干教师开展为期

半年以上的出国访学、培训、研修。增强选派国际交流访学工作

的针对性和培养的有效性，重点或优先资助入选国家、省和学校

各类人才计划的优秀人才或优秀团队成员。鼓励和支持骨干教师

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发展国际合作项目，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紧

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

本年内选派12人出国访学研修，实际出国研修人数为12人，

完成率达 100%。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

分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情况，延续性项目

说明周期情况）。

2018 年湖北省高校青年教师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经费由省教

育厅和我校共同安排专项资金。2018 年项目预算资金 24 万元，

实际使用 48 万元，含学校调增预算 24 万元，主要用于 1：1 配

套资金资助出国人员经费。项目资金支出范围主要是选派人员一

次往返的国际旅费、培训费、在外研修的生活费及补助等。在此

基础上学校单独拨付资金以保证出国研修人员出国期间的工资



津贴等待遇，另有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经费开支 6.38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依照湖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管理和省财

政关于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武汉工程大学认真开展高

校骨干教师国际交流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具体评价

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专班积极进行前期准备，完成了项目绩效评

价计划书的制定、评价指标设计与修改、资料清单与调查问卷设

计等多项工作；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通过访谈、座谈会、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等多种方法搜集数据与资料；在对搜集到的数据与

资料进行审核后，形成项目基础数据表，通过从项目决策、项目

管理、项目绩效三个维度对项目执行情况及绩效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并征询省财政厅及有关专家意见后，形成本评价结果。本项

目综合评价技术方法采用标杆法，绩效评价业务的执行依据省财

政厅下达的绩效评价通知书、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财政部及省财

政厅有关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绩效评价工作组在执行评价业务过

程中恪守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该项目经教育厅预算批复后立即开展，项目资金到位的及

时、足额，保证了项目在 2018 年的顺利实施和绩效目标的达成。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拨付资金总计 24 万元，学校配套经费 24 万元，全部

用于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经费资助，资金到位率和到位及时率达

到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该项目经费是按照湖北省教育厅和武汉工程大学规定的程

序申请设立；财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管理体制，杜

绝专项资金被套取挪用。报销支付项目资金时，财务人员按照财

务管理有关规定严格审核把关。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

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高。青年骨干教师国际交流计

划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为 100%。项目产

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高。

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高，同时成本节约程度在目标控制范围

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青年骨干教师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的实施，加强了我校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在优势学科领域吸引、造就一批具有国际、

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专业带头人，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并

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在经济效益方面，青年骨干教师积极从事



教学活动，科研活动。近期成功申报了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纵向项目，以及紧密结合社会经

济发展的横向项目，学校科学研究经费过亿元。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完

善等相关内容。

1.制定省属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际交流计划的长远规划和

阶段性目标，提升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际交流计划的整体效应。

通过整合资源，制定长期规划和阶段目标，鼓励突出贡献的单位。

2.进一步加大人员选派力度，针对学校学科发展需求，增加

派出人数。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青年教师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 总分：100

项目名称 青年教师国际交流计划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人事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4 24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

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当年出国人数 12 人 12 人 10

质量指标 入选条件

按照文件

要求公开

公正选派

交流人员

完成 10

成本指标 交流计划成本 24 万元 未超过预算 10

时效指标 计划完成时间
按计划时

间交流
按时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促进学校对外交流

学校学科

建设更上

一个台阶

1.2018 年，学校入

选湖北省国内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

2.学校化学、材料

科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40



2018 年教务处实践教学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以及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

点工作。

2018 年湖北省财政厅下达我校实践教学专项经费 567 万，主

要用于我校本科学生实践教学运行（含：认知实习、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课程设计等子项目）。学校根据各学院本科学生人数

和教学计划，依照学校实习经费管理规定下拨到学院。2018 年，

学校实践教学经费执行率超过90%，保证了实践教学的正常运行。

（二）简要概述年绩效目标。

2018 年各类实践教学内容按时开展，保证学生足够的学习时

间和学习效果，实习经费执行率超过 90%；建设一批校外实习基

地；组织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组织申报 2019 年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 个专业迎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进校考

查。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依照项目管理规定和财政支出经

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

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

及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



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控制。本评价报告的主

要内容就是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实施绩效评价过程，从而得

出评价结论。通过这样的绩效评价，达到合理使用财政资金，提

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项目管理效率，改善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我校实践教学经费依照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额度测算并编制计划，由于学校办学经费来源相对比较单一，连

续第四年未实现增长。2018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教务处根据《武

汉工程大学实习经费管理实施细则》，核实各专业学生人数和实

习计划，核算各类实践环节经费并下拨到学院，有力保障了学院

实践教学的经费条件。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年实践教学经费主要投入在四个项目：生产实习、毕业设

计（含毕业实习）、认识实习、实验低值易耗。

投入经费总额约为 556.48 万、执行经费约为 527.64 万，执

行率 94.81%。

各子项目经费投入、支出及执行率见下表：

序号 子项目名称 投入 支出 执行率

1 生产实习 2,390,704.00 2,294,547.09 95.98%

2 毕业设计（含实习） 1,391,332.00 1,309,278.82 94.10%

3 认识实习 537,672.00 445,655.42 82.89%



4 低值易耗 919,770.00 911,706.47 99.12%

5 课程设计 325,362.00 315,244.53 96.89%

全校总体 5564,840.00 5276,432.33 94.82%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依照我校《实习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我校的实习教学

经费应专款专用，确保用于实践教学，保障实践教学质量。

教师在报销实习教学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前，需按实际情况填

写《实习执行情况及经费使用公示表》，由学院负责人审核签字

并将此表在学院张贴一周予以公示。实习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所有

费用，其票据留学院存档以便审查。

个别学院因为预算有误导致经费计划超过本年实际教学需

要，及时反馈到教务处，未使用经费将由学校收回。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

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本年预计值 本年实际值
备

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毕业实习 5346 人次 5362 人

毕业设计 4625 人次 4634 人

生产实习 5144 人次 5167 人次

认识实习 4627 人次 4641 人

课程设计 15971 人次 16101 人次

新建校外实习基

地
14 个 23 个

组织申报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

2个 4个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本年预计值 本年实际值
备

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实习学生

满意率
90% 85.6%

环境效益

指标

实践过程

环保达标

率

100% 1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

实践能力

满意度

85% 88%

2018 年底，学校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对 2019 届毕业生开

展了实习实训专项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情况见附件。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组织申报 2019

年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

3个 6个

组织学生参与

“我选湖北”计

划实习实训

100 人 288 人

质量指标

集中实习率

100%（理工） 100%（理工）

60%（人文艺术） 60%（人文艺术）

国家省校级基地

实习率
80% 80%

稳定基地实习率 85% 88%

时效指标

实习按时开始达

标率
90% 93%

有效实习天数达

标率
85% 9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学生使用经费所

占比例
80% 80%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实践教学质量，拟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加强实践教学过程管理。2019 年

我校将在全校推广使用“校友邦”实践教学平台。

2）逐步增加实践教学经费投入。

（二）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

导向，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

果预测支出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实践教学专项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总分：98.962

项目名称 实践教学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教务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556.48 527.64 0.9481 18.96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实习人次数 35713 35905 10

新建校外实习基地 14 23 10

组织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
2 4 5



组织申报2019年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
3 6 5

组织学生参与“我选湖北”

计划实习实训
100 288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提高我校实践教学

质量
提高 完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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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绩效自

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是湖北省教育厅于

2005 年设立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其宗旨为通过支持全省高等学

校聘请外国著名科学家来湖北讲学、考察、访问，拓展广大师生

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扩大我省高等学校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促

进我省高等学校与世界著名科学家间的联系，提高对外开放和教

学科研水平。 本计划所指世界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

者或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其他学科领域世界级重大奖项获得者；

外国科学院院士；外国某一领域有较大影响的科学家。来鄂讲学

计划面向全省各类高等学校，分为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和世

界著名科学家武汉论坛两个层面。

武汉工程大学为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和教学

科研水平，自 2005 年开始，积极参与该项目的申报、立项、执

行及结项。

2018 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短期讲学项目经费”

获批 4 项，详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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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报学

校
专家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国籍

学

历
专业

一级学

科

专业领

域
学 术 地 位

现工作

单位

来鄂

时间

1
武汉工

程大学

Wolfgang

Jaeger
男 1957.12 德国

博

士

物理化

学
化学

物理化

学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首席科学家，Science, Nature, Phys. Rev.

Lett. 和 Angew. Chem. Int. Ed.等期刊审稿专家，亥俄州哥伦布国际分子

光谱研讨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分子束国际研讨会、国际矩阵研讨会的主席，

还担任德国研究基金会（DFG）、DFG 评估委员会、加拿大化学学会编辑顾

问委员会和分子光谱学杂志编委会的专家评审组成员。

加拿大阿伯

塔大学
2018.04

2
武汉工

程大学
郑亚虹 女 1966.5 加拿大

博

士

信息与

通信工

程

信息与

通信工

程

信息与

通信工

程

IEEE 院士/IEEE 车辆技术协会杰出教授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教师职业

奖/密苏里智能系统研究中心科技杰出研究者奖

美国密苏里

科技大学
2018.06

3
武汉工

程大学

Johannes

Hermanus

Potgieter

男 1957.11 南非
博

士

矿业工

程、冶金

工程

矿业工

程

矿业工

程、冶金

工程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国际 SCI 期刊出版委员会顾问“Publications

Advisory Committee (PAC) of SCI”；African Corrosion Journal（主

编）；Corrosion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副主编）及其

他 4个国际期刊编委；英国工程物理研究理事会（EPSRC）评审员；南非科

技部（先进金属材料创新研究）评审员；8个国际学会的高级会员；在国际

会议和研讨会上多次被邀请主题演讲，并在 ISI 认可的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超过 200 篇同行评议的文章。

英国曼彻斯

特城市大学、

南非金山大

学

2018.07

4
武汉工

程大学
廖坚 男 1961.12 新加坡

博

士

材料科

学与工

程

材料科

学与工

程

材料科

学与工

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光耀学者，阿联酋哈利发大学航空系和力学工程系

双聘教授，力学工程系主任，Carbon, Nano Letters, 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erials 等 62 种杂志审稿专家，美国空军科学研

究办公室，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科学审查小组成员，香港研究资助局外审

专家，肯塔基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评审委员，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新加坡评

审委员，至今为止在 Advanced Materials, Nano Letter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他引 3100 余次。

阿联酋哈里

发大学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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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我校学术交流活动，增强我校与省内兄弟院校友谊，

扩展广大师生国际视野，促进教师和科研人员与世界著名科学家

联系，接触到最前沿科技成果。同时，还使我校与国外知名大学

建立了联系，我校与专家所在学校在师生交流、科研开发等多方

面进行合作。设置绩效目标如下：

1、数量指标。完成 4 项获批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

计划”相关活动，并至少完成 6 场讲座，和 4 场学术座谈会。

2、质量指标。聘请来鄂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优化我校教

学、科研团队的人员结构，同时，经由专家将我校推介给国外科

研院所，增强我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师生满意度、专家满意度

较高。

3、时效指标。在 2018 年完成所有获批项目的执行。

4、成本指标。充分使用项目拨款，项目执行成本控制在预

算内。

5、增进我校及我省对来鄂专家最新科研成果的了解，提高

我校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

6、加强我省高校和国外知名大学问的学术交流，拓宽广大

师生的国际视野，促进教师和科研人员与世界著名科学家的联系

和科研合作；加强双方访问互动。

项目资金简要情况

省教育厅根据上一年该项目执行情况，在 2018 年为我校该

常年性项目拨款 120,000 元，由校计划财务处分配至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专项，120,000 元包含公用经费 96,000 元和外籍专家人

员经费 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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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 2018 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的执行

情况，我校积极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简要情况如下：

1、领导高度重视。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 9 号）的要求，武汉工程大学领

导高度重视，分次召开预算绩效工作会议，组织各部门学习文件

精神，做到“按要求、分步骤、抓实施、出效果”，成立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开展此项工作。

2、建立规章制度。为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结合项

目预算管理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武汉工程大学“世界著名科学

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实施办法》，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规定了绩效评价对象、目标、指标体系、标准和方法。

3、明确管理职责。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和职责进行分

工，安排专人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

效益，提高绩效的管理水平。

4、强化绩效监控。对预算执行进行跟踪监控，定期采集绩

效运行信息并进行汇总分析，形成绩效监控报告，将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编制下一年项目支出预算的重要依据。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按照

项目申报程序，规范立项工作，设定合理绩效目标和指标，获得

了省厅的认可和批准，收到省教育厅拨付的 120,000 元，资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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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时、度量到位。

该款项根据用途，分为外籍专家人员经费 24,000 元，用以

支付来鄂专家的讲座费，以及 96,000 元公用经费，用于国际国

内交通费（分块 76,000 元）、餐饮住宿费（分块 10,000 元）、市

内交通费（分块 5,000 元）、海报，条幅，材料打印复印、纪念

品、邮寄费、保险（分块 5,000 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项目省教育厅财政拨款 120,000.00 元，预算共计

120,000.00 元，本年实际支出 103,425.56 元，结余 16,574.44

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Wolfgang Jäger 教授携夫人实

际支出 25,612.9 元。

（2）为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Yahong Rosa Zheng 教授实际

支出 18,865.84 元。

（3）为南非金山大学 Johannes Hermanus Potgieter 教授

携夫人实际支出 35,226.96 元。

（4）为阿联酋哈里发科技大学 LIAOKIN 教授实际支出

23,719.86 元。

我校 2018 年 4 个获批立项项目全部顺利执行，湖北省财政

厅该项目预算拨款总额为 120,000.00 元，实际全年执行

103,425.56 元，最终实际执行率为 86.19%。该项资金未充分执

行原因为：

1、因该专项经费预算分配比例与实际支出比例没有完全匹

配，导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Wolfgang Jäger 教授及夫人来访



第 32 页 共 237 页

讲座费及津贴从我校临时外专人员经费中支出，未使用该项目人

员经费。

2、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Yahong Rosa Zheng 教授的住宿因

其个人原因由华中科技大学承担，未使用该专项经费预算中的公

用经费。

如若以上两项都从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项目经费中支

出，我校 2018 年该项经费执行率可达到约 94%，基本完成执行

任务。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针对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学校执行着健全的资金管理办法。根据我校财务处执行的“专款

专用”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省教育厅向我校拨付的 120,000 元，

由校计划财务处分批次足额分配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专项资金

账户。

每一笔款项都经过严格审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支出依据

规范，无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

在产生实际支出后，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专员整理相关材

料，一事一单，实报实销，在计财处的有效监控之下完成支付和

报销，确保资金使用正当，存储安全，管理得当。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生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在数量指标上，完成 4 项获批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来

鄂讲学计划”相关活动，并成功组织 12 场讲座，以及 4 场学术

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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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质量指标上，所聘请的来鄂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

优化我校教学、科研团队的人员结构，同时，经由专家将我校推

介给国外科研院所，增强我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从时效指标看，所有项目都在 2018 年完成结项。

（4）从成本指标看，充分使用项目拨款，项目执行成本未

超预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社会效益指标上，分别邀请了加拿大、美国、南非、阿联

酋的科学家来我校讲学，增强了我校的国际学术交流。且世界著

名科学家来鄂讲学项目是学校邀请的最高级别的学术交流活动，

对学校的学术氛围的营造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在可持续影响指标上，通过讲座和座谈等活动搭建了外籍专

家同学校科研人员交流平台，为双方持续进行国际交流提供机

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 12 场学术讲座和 4 场学术座谈交流会的到场人数，现场

互动等角度来看，我校师生、研究人员参与此类高端学术交流活

动的积极性非常高，而外籍专家对于我校科研人员、专业教师的

科研教学水平也非常肯定。四项讲学活动在师生满意度和专家满

意度上都有积极的评价。

项目主要绩效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如下表：

主要绩效指标 目标值 实际值

来鄂讲学专家人数 4 人次 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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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
120,000.00

元

103,425.5

6 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今年已成功执行 4 个项目，其产出数量、

产出时效、产出质量指标中，产出成本可控，项目的实施为武汉

工程大学国际化进程提高提供了保障，项目的社会效益广泛，具

有可持续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完善绩

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

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2、在收集下一年校内申报材料时，依据“突出专业优势、

提升交流水平、确保平稳运行”的要求，加大审核力度，确保可

申报、可执行、可产出、可评价，切实将相关经费、资源用到实

处，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

3、规范绩效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确保相关信息

完整、可靠，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资金实际使用和产生的绩效状

况，为今后该项目实施方向及管理方式的改进提供指导。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使用该专项经费，完成年初

制定的绩效目标，我校将在今后的预算分配比例制定时充分考虑

实际支出的需要和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及时作出调整，予以灵

活执行，将项目经费用到实处，更好地产出效益。

（三）拟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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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2018 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的

4 项高端讲学活动成功执行的良好结果，在学校范围内向协助申

报、组织讲学活动的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兴发

矿业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通报表扬，并将其成功开展

活动的经验予以公示，号召全校教学科研单位在来年项目申报和

执行过成功积极主动地引荐更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前来我校进行

讲学交流，为我校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化推广做出巨大贡献。

2018 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短期讲学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总分：97.2

项目名称 2018 年人才培养专项经费（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短期讲学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湖北省

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

政资

金总

额

12 10.34 86% 17.2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

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

指标

举办讲座
讲座 6场，每场参与讲座

的师生 100 人-200 人

4 批专家合计讲座 12 场，每场参与

讲座的师生 100 人-200 人
5

举办学术座谈
座谈 4场，参加座谈师生

每场 15 人，共计 60 人

座谈 4场，参加座谈师生每场 15-20

人，共计 70 人左右
5

质量

指标

师生满意度 90% 90% 5

专家满意度 90% 90% 5

时效

指标
规定时间内完成 2018 年内完成 2018 年完成 10

成本

指标
无其他额外成本 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成本未超预算 10

效益指标 社会 加强学术交流 邀请4个国家或地区的专 分别邀请加拿大、美国、南非、阿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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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分） 效益

指标

家学者进行讲学交流 酋的科学家来我校讲学，增强了国际

学术交流

活跃校园学术氛围
邀请外籍专家进行专业

前沿学术讲座

来鄂讲学是学校邀请的最高级别的

学术交流活动，对学校的学术氛围的

营造取得了积极的作用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通过讲学和座谈等活动

持续为学校科研人员提

供交流机会

通过讲座和座谈等活动搭建了外籍

专家同学校科研人员交流平台，为双

方持续进行国际交流提供机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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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试点学院改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第四

批高校改革试点学院名单的通知（鄂教高函〔2017〕28 号），

被列为第四批高校改革试点学院。我校制定下发了《关于推

进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省级试点学院改革的意见》（武工

大教发〔2018〕15 号），作为改革的总体指导文件。学校成

立了试点学院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分

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负责统筹推进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改革，协调解决改革的重大事项，处理好试点学院与其

他学院之间的关系，做好与学校其他改革项目之间的协调、

衔接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作为改革的实施主体，制定了

“一总四分”改革方案，包括改革总体方案、学生招录与选

拔方式改革方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教师遴选考核与

评价制度改革方案、学院治理结构改革方案。同时，制定了

具体的实施计划和建设期的目标，并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措

施。目前，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并已取得了初步的

成效，特别是在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教学建设与改

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实现了良好的开端。

根据试点学院建设方案，在建设期内，试点学院改革的

总体绩效目标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试点学院项目，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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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面向国家和

地方发展对计算机类人才的需求、面向国际 IT 科学前沿，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术带头人，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使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总体水平进入省内同

类高校一流行列。

2018 年年绩效目标为：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改革试

点，围绕地方经济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等方向形成特色；

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学生考研率（即

国内外升学率）达到 30%,学生就业率达到 95%，学生学科竞

赛获得 20 项省级及以上奖励。

材料学院 2018 年绩效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本科会议工作精神，通过

试点学院项目，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高等教育科

学发展，面向国家和地方发展对材料类人才的需求，面向国

际材料科学前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

术带头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总体

水平进入国内同类高校一流行列。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

用途、分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情况，

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

2018 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试点改革学院项目共有

财政拨款资金 60 万。2018 年我校已按规定，下拨配套费 60

万元，目前已全部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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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财政拨款 60 万元，实际支出 42 万元。剩余约

18 万未使用完，是由于学生的实习经费由教务处另外拨给。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 2018 年“试点学院”项目的执行情况，我校积极

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简要情况如下：

1、领导高度重视。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 9 号）的要求，武汉工

程大学领导高度重视，分次召开预算绩效工作会议，组织各

部门学习文件精神，做到“按要求、分步骤、抓实施、出效

果”，成立绩效目标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开展此项

工作。

2、建立规章制度。为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结

合项目预算管理的具体情况，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规定了绩效评价对象、目标、指标体系、标准和方法。

3、明确管理职责。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和职责进

行分工，安排专人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预算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高绩效的管理水平。

4、强化绩效监控。对预算执行进行跟踪监控，定期采

集绩效运行信息并进行汇总分析，形成绩效监控报告，将绩

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下一年项目支出预算的重要依据。

试点学院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将在写成专题报告，送

交学校领导和领导小组成员，并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公示。本

年绩效完成情况将作为学校下一年配套经费发放的重要依

据。通过对试点学院改革绩效的自评，进一步总结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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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下一年的工作开展指明了方

向。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

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财政为试点学院项目拨款共 120 万元，计算机学院和材

料学院各 60 万元。

计算机学院省级财政拨付的试点学院改革项目经费 60

万元和学校给予的配套经费 60 万元全部到位。

材料学院拨款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计算机学院在线课程制作服务费：19.8 万。本科生海外

游学：9.2 万。教师参加师资培训、教学研讨会：16.7 万。

办公费：1.3 万。论文版面费：1.5 万。学生学科竞赛：11.5

万。试点学院将省投入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其中直接用于

课程建设投入占总项目资金比例 33%；直接用于学生（学科

竞赛、海外游学）占总项目资金比例 37%；用于师资培训占

总项目资金比例：28%；其余支出占 2%。学校给予的配套经

费 60 万元，主要用于学院基础设施的改造方面，包括学院

的学术交流中心、学院文化建设等。

材料学院学生招录与选拔投入 2.5 万元，人才培养包括

一流人才培养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学科竞赛以及课

程建设合计投入 34.3 万，师资队伍建设投入 2.1 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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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建设投入 3.1 万，总计 42 万元。剩余约 18 万未使用完，

是由于学生的实习经费由教务处另外拨给。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学校对试点学院改革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由试点学院自主编制经费预算，并严格按预先确定的

使用方向使用项目资金，合法合规地使用项目资金。截止目

前，预算资金已全部执行到位，保证了试点学院各项改革的

顺利进行。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

原因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计算机学院：

（1）基地建设，年指标值——1 个。我院新建了一个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派出 60名大三学生赴成都该基地开展了为期四周的实习，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骨干教师研修，年指标值 10 人次。在本项目经费

的支持下，我院共有 15 位老师先后参加了企业的培训工作，

提升了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

（3）课程建设，年指标建设 3 门在线课程。与武汉超

星数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18 年共建设 3 门在线

课程。同时，将利用其免费在线平台，将 11 门学院直管课

程投入建设中。

（4）教材建设，年指标为 3 部。我院教师出版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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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3 部，其中 2 部为工业和信息化人才教育与培养指导委员

会推荐教材。此外，我院教师 2018 年公开发表教研论文 14

篇，其中教学相关国际会议上宣讲的英文教研论文 2篇。2018

年获立项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2 项、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

项，校级重点教学建设工程项目 3 项。

（5）学科竞赛，年指标值 20 项。在试点学院改革政策

的引领下和资金的支持下，我院全面实施“全员导师制”，

将培养学生的质量与教师岗位考核挂钩，极大地调动了教师

指导组织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的积极性，我院共获得各类校级

以上（不含校级）竞赛奖励 95 项，大幅超过原计划。此外，

我院还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8 项。

（6）考研（含出国）率，年指标值为 30%。2018 年试

点学院考研（含出国率）达到 33.8%。尽管该项指标完成难

度较大，但随着“全员导师制”的逐步推行，老师加大了对

学生的关心及帮助力度，使得该项指标超额完成。

（7）就业率，年指标值为 95%。2018 届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 95.5%，超额完成指标值。

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顺利通过工程认证专家现场考

查，组织专业教师参加教育工程认证培训 8 人次；先后到华

东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以及湖北工业大学等省内外多所

高校实地调研学习工程认证经验；高质量完成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专业认证自评报告，并于 6 月中旬顺利通过教育工程认

证专家现场考察。加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组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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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教学研讨会、观摩教学等活动近 20 次，完成了 2018

年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在校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竞赛上段献宝老师获得一等奖。选送段献宝、蒋灿两名青

年教师到企业一线进行锻炼，提升工程实践和技术创新能

力。推荐毛样武、应国量、蒋灿（2018 年底）教师到国外高

校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或作访问学者。成功获批《材料

科学基础》和《高分子物理》两门校级网上示范课程；已在

《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等部分专业课程实行微

助教、翻转课堂等创新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推荐

五门课程制作视频公开课。推荐《高分子物理》申报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2017 年获批校级教研项目 7 项（其中重点

质量工程项目 2 项），省级教研项目 2 项。2018 年申报校级

教研项目 10 项，发表教研论文 7 篇。2018 年获批省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 12 项，国家级大创项目 4 项。获全国高分

子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3 项，“光威杯”第二届中国复合材

料创新大赛三等奖 1 项，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三等奖 1 项。成功举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周年

院庆暨一流人才培养研讨会，扩大了我院的影响力，为往后

的招生打下基础。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社会效益指标方面，本科生第一志愿报考率年目标值

为 100%。实际一志愿报考率超过 180%，吸引了广大的考生

报考武汉工程大学计算机类专业，提高了学校的声誉，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 44 页 共 237 页

武汉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试点学院自实施以来，学

院整体发展较快，学生招录与选拔方式改革，符合教育教学

改革要求，生源质量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生综合能

力提升，建立新型的院系管理模式，实践成效好，学生公开

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工程建设专业、课程、教材、团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

都取得较好的成果。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包括项目整改和绩效目标调整

完善等相关内容。

计算机学院：

1.2019 年准备建设 7 间智慧教室，加快信息化服务的建

设与完善，建设适应 MOOCs 课程建设和教学的智慧教室。建

成后的智慧教室可促进教学资源的整合、教学过程的互动、

教学数据的利用。智慧教室即可以实现课堂教学，也可以实

现实验教学，具备常态录播、师生互动答题、教学条件智能

控制等功能，有利于教学方法的改革，有利于小班化教学和

互动式、研究性学习。

2.进一步凝练学科竞赛项目，提高学科竞赛含金量，2019

年力争学科竞赛目标国家级 20 项，省级获奖 50 项。

3.加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力争 2019 年制作 20 门在线

开放课程。

材料学院：

1、招录政策支持：本科毕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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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规模过小，2013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点正式获批，为保

证少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延续性，学院需扩大学院硕士招

生自主权，争取获得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推荐攻读研究

生资格。目前推免人数为毕业生数的 1%，规模偏小。

2、仪器设备采购：目前，学院设备采购采用政府招标的

形式，采购周期较长，设备不能按时到位，对新进人才的工

作开展有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院教学的条件

改善，延缓了试点学院改革进程，建议对试点学院的设备经

费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

3、项目申报支持：试点学院改革中需要省教育厅人才项

目、科研项目、教学项目的支持。如：省级教学研究团队、

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省级质量工程和教研项目等。

4、平台建设支持：材料科学与工作学院的办学条件还存

在不足，特别是在省级以上的科研平台方面还比较欠缺，建

议教育厅在各试点学院设立一些省级科研平台，进一步整合

科研力量，提高各学院科技创新的能力。支持试点学院探索

校企协同创新的机制，为此需要省教育厅在人才引进、项目

安排、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计算机学院 2019 年省级财政拨付的试点学院改革项目

经费 30 万元和学校给予的配套经费 30 万元。学校配套经费

30 万用于智慧教室建设；省级财政拨付的 30 万其中学科竞

赛投入 8 万元，在线开放课程投入 10 万元，师资培训投入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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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使用该专项

经费，完成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我校将在今后的预算分配

比例制定时充分考虑实际支出的需要和可能出现的其他情

况，及时作出调整，予以灵活执行，将项目经费用到实处，

更好地产出效益。

（三）拟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资金分配的依据。绩效报告按

规定公开。试点学院的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将在写成专题报

告，送交学校领导和领导小组成员，并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

公开。

2018 年试点学院改革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总分：100

项目名称 第四批高校改革试点学院建设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120 102 85% 17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基地建设 1 1 2

数量指标 骨干教师研修 10 15 2

数量指标 课程建设 3 3 2

数量指标 教材建设 3 3 2

数量指标 学科竞赛 20 95 2

质量指标 考研（含出国）率 30% 33.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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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学生第一志愿报考率 100% 180% 2

质量指标 就业率 95% 95.5% 2

数量指标

示范公开课程 2门 2门

10

新增校外实习基地 2 2

教研项目 5项 7项

学科竞赛 5个 5个

制作视频公开课 5门 5门

质量指标

高分子材料专业认证 通过 通过

9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获奖 第一

考研率 34.5% 35.24%

成本指标 制作视频公开课 21 万 21 万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推进试点学院产生

的社会效益

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进一步优

化高等教

育结构，促

进高等教

育科学发

展

完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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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外籍教师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武汉工程大学外籍教师经费为“非税”款项，无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内容。该经费中的人员经费，用以支付校内外籍教师的工

资、水电补贴等，公用经费用于支付外籍教师的各种日常公务消

费，借以为外籍教师在我校开展教学科研活动提升生活、工作的

必要条件。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于 2017 年秋根据每年的实际工作项目和

资金使用需求，向校计划财务处报告“2018 年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专项（外籍教师经费）预算为 63.67 万元，且全部费用都是非

税收入”。63.67 万元预算包含了 45.5 万元的外籍教师人员经费

和 18.17 万元外籍教师公用经费。

（二）项目资金情况

外籍教师人员经费构成如下：

1、用于外籍教师 7人工资的支付，每人 5.5 万元，共计 38.5

万元。

2、水电补助，共 7 人，每人每月 0.03 万月共 10 个月，共

计 2.1 万元。

3、校外住宿补贴，预计 7 人，每人 0.2 万元，共计 1.4 万

元。

4、节假日补贴共 7人，每人 0.5 万元，共计 3.5 万元。

以上四项共计 4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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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师公用经费构成如下：

1、一次性往返国际国内机票、差旅，共 7 人，英美国际往

返按照航空公司正常情况每人 1.6 万元，共计 11.2 万元。

2、手续办理：体检费，医疗及意外保险费用，居留许可费

用，签证快递费用，外事引智会费和会务费，外教聘请中介费和

办理手续的交通费用等，共 7 人，每人 0.5 万元，共计 3.5 万元。

3、非固定资产维修更换费：被褥更新、网络费、窗帘维修

更新、空调加氟、家电维修、厨房用品更新、公寓清洁费等 ，

共 7 人，共 3.33 万元。

4、福利：生日蛋糕、生病慰问等费用 0.14 万元。

以上四项共计 18.17 万元。

该常年性项目为总计 63.67 万元预算的外籍教师经费，2018

年最终总共使用经费 43.20 万元，总使用率为 67.85%。其中，

外籍教师人员经费预算 45.5 万元，实际使用 35.47 万元，使用

率为 77.96%；外籍教师公用经费预算为 18.17 万元，实际使用

7.73 万元，实际使用率为 42.56%。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 2018 年外籍教师经费执行情况，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在

接到校计财处安排的 2018 年财政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布置会

安排，与会学习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领会工作精神，通过查看

2018 年外籍教师相关经费报销凭证的存档文件等等材料，分别

了解到 2018 年相关预算的综合使用比例为 67.85%，遂完成相关

数据报表填写。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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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外籍教师专项经费根据预算上报，由学

校计划财务处核准后下发，专款专用，总计 63.67 万元资金正常

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2018 年的外籍教师经费预算总计下拨

63.67 万元，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统计得知，2018 年最终总计使用

经费 43.20 万元，使用率为 67.85%；相对于 2017 年总花费 33.13

万元，及 52.03%的总使用率，2018 年使用效率提升 15.85 个百

分点。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2018 年的外籍教师经费预算需经过部门

领导根据下一年部门整体工作目标、发展规划进行分析、测算，

完成审核后才能上报校计划财务处进行再次审查。校计划财务处

严格执行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相关费用的使用规范，保证

了经费管理的有条不紊和有据可依。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外籍教师经费的使用，基本上满

足了所聘请的外籍教师在工作、生活等多个方面的需求，确保相

关款项发放到位，相关物品配备齐全，让外籍教师在我校安心生

活，此举为学校的外事工作、国际化推进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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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外籍教师经费的使用，支付了外籍教师的工作、生活成本，

保证了他们工作、生活正常运行，激励其成应有教学任务，确保

其工作效率；在经费的使用中，力求理使用资源，避免不必要的

浪费。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2018 年外籍教师专项经费的预算总计 63.67 万元，但全年

实际只使用了 43.20 万元，使用率仅为 67.85%，虽然满足了相

关工作需求，但是否在为外籍教师相关事务进行报销时过于节

省，是否可以进一步提升对外籍教师的关怀和服务，都是下一年

开展工作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下一年的外籍教师管理服务工作中，将充分考虑外籍教师

需求，提供服务。同时在进行绩效自评时，与计划财务处加强沟

通，了解最新的评价办法，提升工作效率。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较好实用外籍教师经费，在定制

年初绩效目标时，根据上一年的使用情况，在人员经费和公用经

费的配额比例上进行合理调整，并充分预测下一年工作需求；为

提升公用经费使用率，合理增删相关条目。

（三）拟公开情况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外籍教师经费通过预算下拨后，根据实

际工作需求，以发放工资和补贴、工作及居留许可手续办理、国

际往返机票购买、体检服务和医疗保险购买、外教公寓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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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物品购置等等形式进行正常使用。预算经费的使用，不以

“花完预算”为目标，只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外籍教师的需求，确

保他们在我校能高效地开展教学工作，尽量让他们生活得舒适安

心。经过本部门员工的努力，以及校内其他部门的协助，通过真

诚的沟通和热情的服务，外籍教师对我处的管理、服务表示满意，

对于学校重视外籍教师人才的风气予以赞赏。

2018 年外籍教师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5日 总分：93.57

项目名称 2018 年外籍教师经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

金总额
63.67 43.20 67.85% 13.57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发放工资、水电补助、校外

住宿补贴、假日补贴人数
7人 7 人 10

质量指标 发放标准 按学院文件按时足额发放 按时足额 10

时效指标 发放经费时间 及时 及时 10

成本指标 发放成本 在预算范围内开展支付业务 在预算范围内开展支付业务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提供外教所需物品 保证外教工作、生活正常运行 保证外教工作、生活正常运行 2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维持教师团队

支付外教工作、生活成本，确

保其工作效率

支付外教工作、生活成本，确

保其工作效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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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专项绩效自评报

告

一、基本情况

（一）立项情况及年绩效目标

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专项我校 2016 年自动化专

业、道路与桥梁专业获批立项，2017 年材料化学专业获批立

项。本年目标为积极推进各项校企合作计划,加强“双导师

制”建设；加强人才培养，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提升学生及

用人单位满意度。具体通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新

思想教学改革，青年骨干教师培训，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

设等途径，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增强学

生就业能力，提高学生、用人单位满意度，保证高质量就业

率。

项目的特色是：强化与同行内企业的联合培养，实行企

业导师和学校导师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突出创新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培养未来企业界领军人物和未来

工程领域设计师或技术人才奠定坚实基础。足社会对人才的

需要，使用人单位对学生满意，对专业认可，提升学校知名

度。

（二）项目资金情况

2018 年，“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划”项目预算资

金 95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95 万元，全年使用 89.1048 万元，

执行率为 94%，项目经费实现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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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依照项目管理规定和财政支出经

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

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

及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

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控制。本评价报告的主

要内容就是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实施绩效评价过程，从而得

出评价结论。通过这样的绩效评价，达到合理使用财政资金，提

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项目管理效率，改善资金使用效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我校本项目经费 95 万元来源省拨款，全额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经费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合理使用，专款专

用。主要用于教师队伍建设、先进教学资源建设、校外实习

实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标准制订、在线示范课程建设和规

范规程及专业书籍购置。专项经费支出 89.1048 万元，完成

全年比例的 94%。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18 年财政收支未发生重大问题。项目的各个阶段严格

按照财政标准执行，资金全部用于“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

人计划”业务工作，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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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专用资金正确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

因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专业新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4 个，新增教学改革项

目 4 个，青年干教师培训 2 次，新增校外实践基地（签约企

业）3 个，学生就业率达到 98%，高质量就业率达到 39%，获

批 2018 教育部第一批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1 项，指导 2015 级

道桥学生获得 2018“中交公规院杯”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

赛三等奖 1 项。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划”项目的实施对提高毕

业生的创新能力，服务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写产生

了什么经济效益，没有产生收益就不写）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本项目实施完成后，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预期效益

目标。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通过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与运用，使得绩效评价真正发

挥 “助推器” 的功能。但目前本项目的绩效自评工作尚未

与行业企业相关联，卓越工程师计划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

真正卓越必须有量化指标来衡量，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

度调查是今后需加强这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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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划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总分：98.8

项目名称 “荆楚卓越工程师”协同育人计划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教务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

金总额
95 89.1048 94% 18.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1 4

40

新增教学改革 1 3

青年骨干教师培训 2 2

国际化人才 4 4

复合型人才 24 24

应用型人才 52 52

校外实习基地建设 3 3

质量指标
学生就业率 98% 98%

高质量就业率 25% 39%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推进“荆楚卓越工程师”项目产

生的社会效益

积极推进各

项校企合作

计划,加强

“双导师制”

完成 40



第 57 页 共 237 页

建设；加强人

才培养，保证

学生培养质

量，提升学生

及用人单位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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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项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以及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

点工作

2018 年湖北省财政厅下达我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项

经费 95 万，主要用于我校本科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含：学

院实验室、“大化工”工程教育与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基地、学科

竞赛、“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等子项目）。2018 年，学校实践教学经费执行率良好，保证

了创新创业教育及相关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简要概述年绩效目标

2018 年各类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各项内容按时开展，保证学生

足够的学习时间、学习效果和创新创业实践，经费执行率良好；

建设一批校内创新创业基地；组织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评价大致分为：准备工作、材料的审核分析、现场核实

调查、综合分析评价四个阶段。各阶段工作简述如下：

1.准备工作

（1）成立评价工作组。基于本项目评价的特点和要求，组

成了由财务、管理和绩效三个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评价工作组。

（2）熟悉项目内容。对学生实践费项目的立项背景、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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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相关政策法规以及部门规定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

（3）设计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值。

（4）整理评价资料清单及设计调查问卷。

2.材料的审核分析

（1）根据 2017 年实习基地运行情况及评价小组收集到的各

种相关材料进行分析，全面了解项目情况。

（2）对实习基地建设运行项目往年数据以及调查问卷等数

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3.现场核查与调查

（1）现场核查。包括项目材料及数据的核查，通过对相关

工作人员的询问，审核项目材料及数据的真实性，对重要评估证

据和有疑问的数据资料取得佐证材料。

（2）现场调查。评价小组通过派出人员向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的形式取得评价资料。

4.综合分析评价

（1）根据上述工作取得的可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2）撰写评价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依照 2017 年额度测算、实际执行情况编制 2018 年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专项经费，我校 2018 年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项经费 95

万。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项经费由学校切块至教务处，教务

处统筹管理经费使用，在经费使用支出前由学院向教务处提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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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使用申请，教务处审批后按照文件要求使用经费报销。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年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经费主要投入在四个项目：学院实验

室、“大化工”工程教育与创新创业中心创新基地、学科竞赛、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

方面。专项经费全部执行完成。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依照我校经费使用管理规定，我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经费

应专款专用，确保用于学生创新创业相关活动，保障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质量。教师在报销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前，需按实际情况填写经费使用申请，由教务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后到财务处报销。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其票据

留学院存档以便审查。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

等）。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年初目

标值

实际完

成值

投入
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

设

大化工创新创业中心 100% 100%

学院创新创业基地 100% 100%

产出

数量指标

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人数 6000 7000

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培训 120 125

竞赛获奖数量 300 526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65 133

质量指标

学生、老师参与率
100% 100%

实践计划完成率 100% 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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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本年预

计值

本年实

际值

效益指标

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产生的社

会效益

完善创新创业平台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师资队伍

创新创业素质，促进创新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

度融合，厚植学校创新创

业土壤。

完成 完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质量，拟采取以下

措施：

（1）加大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经费投入力度，完善创新

创业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师资队伍创新创业素质，促进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厚植学校创新创业土

壤。

（2）树立创新创业精英和典型，广泛宣传，在校内营

造出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结合学校科技节展示优秀创新创

业成果。

（二）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

导向，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

果预测支出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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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总分：99.5

项目名称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教务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95 95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参与创新创业活动人数 6000 7000 10

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培训 120 125 10

竞赛获奖数量 300 526 5

师生参与率 100% 100% 5

实践平台建设完成率 100% 90% 4.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
65 133 5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产

生的社会效益

完善创新

创业平台

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

师资队伍

创新创业

素质，促进

创新创业

教育与专

业教育深

度融合，厚

植学校创

新创业土

壤。

完成 40



第 63 页 共 237 页

2018 年湖北省优秀大学生游学计划

专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选派在校大学生到国外知名大学接受国际性跨文化体验式

教育，是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培养高素质

国际性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

举措。为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国际化高素质创

新型人才，2013 年湖北省启动“湖北高校优秀大学生海外游学

计划”，首批选派 200 名左右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赴世界一流高校、

研究机构，进行为期 4 周的体验式教育。游学内容包括课程学习、

科研训练、文化体验和能力锻炼等，全面提升学子综合素质。

学校每年参与选派优秀学生参加海外游学计划，切实推进学

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进程。2018 年我校优秀大学生海外游学计

划专项预算经费为 50 万元，教务处按照 2万元/生的标准资助给

每位同学。主要用于承担该生海外游学学费、交通费、住宿费等，

其余不足部分由学生本人承担。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厅要求，依照选拔程序，学生自愿报名，

提出书面申请，教务处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经过选

拔，遴选出 25 名同学参加海外游学计划。

并指导学生准备材料、办理签证、安排出行等，25 名学生

顺利获得签证并抵达国外大学，其中瓦朗谢纳学院 7人、哈佛大



第 64 页 共 237 页

学 5 人、剑桥大学 5 人、杜克大学 1 人、昆士兰科技大学 3 人、

悉尼大学 4 人。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符合时效要求；资金使用符合规定，支

出依据合规，无虚列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标准开支。

有项目实施方案或计划，严格按计划实施，实施较好。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厅要求，经学生自愿报名，学院择优推荐，

学校审核，遴选出机电工程学院张书博、陈宇辉、曾洛涵、张雷、

姜琦镇，电气信息学院李茂，管理学院孙铭源、刘欣然、曾仪，

化工与制药学院倪萍萍、张逸帆，国际学院滕旭东、汪浩、陈芳

溢林、王杰伦、曹邵文，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何泽宇、毛亚楠，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陶美玲、龚昱熹、马可、王博远，艺术学院

毕扬搏、唐人，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郑凯泽共 25 名同学参加海

外游学计划。

学生游学回国后，学校教务处组织座谈会，听取同学们游学

的收获和需要改善的地方，每人撰写游学报告。教务处与财务处

协调，及时足额按照 2 万元/生的标准将资助发放到位。

根据反馈，学生对于游学计划的满意率为 100%，通过游学

计划的开展，学生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提高外语水平，

为出国留学打下坚实基础。截止 2018 年底，参与本期游学的学

生中，8 名已在游学后成功取得海外大学录取通知。其中，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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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倪萍萍、曾洛涵、张雷、姜琦镇 5 名同学已成功被我校合作

院校瓦朗谢纳学院录取；陈芳溢林同学已成功被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录取；孙铭源、刘欣然 2 名同学已成功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录取。龚昱熹、马可、王博远、毛亚楠、滕旭东、王杰伦、郑凯

泽、李茂、陈辉宇、曾仪等同学也开始了申请合作院校及其他国

外知名大学留学的准备，通过本期游学推进我校优秀本科生出国

留学的效果较为显著，有力的促进了学校办学国际化的深入，深

化了与合作高校之间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了学校人才培养的国

际化进程。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选派在校大学生参加海外游学，到国外知名大学接受国际性

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是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切实推进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进程，不仅达到了促进学

生了解国（境）外学科前沿和专业动态，熟悉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和创新力的课程，利用国（境）外优质资

源和先进设备，在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文献中心等

开展创新实践、毕业设计或实验研究；在国（境）外知名教授指

导下，参与科研课题或联合攻关，进行研究性学习和训练的知识

学习目标和科研能力训练目标。更提升了学生在体验异国文化和

风土人情，了解国（境）外人文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参观

考察著名学府、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增强自己的爱国

情怀，坚定成人成才后感恩祖国建设祖国的理想信念。

同时，由于经费限制，游学规模较小，无法满足全校同学的

热切需求，难以短时间形成国际交流的良好氛围。人才培养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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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游学计划也是刚刚开展，短期的经费投入

还无法评价出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需对项目实施的效果更长的

跟踪考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通过自我评价，达到了对该试验计划的绩效考核评价要求。

针对此次项目评价，为我校开展海外游学总结了经验，对于今后

开展类似工作提供了很好地借鉴，由于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下一步需要持续的、更多的人员和经费投入来保证。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2018 年优秀大学生游学计划专项绩效目标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总分：98

项目名称 2018 年优秀大学生游学计划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教务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50 50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资助海外游学学生人数 25 25 10

质量指标 优秀学生比例 100% 100% 10

时效指标 发放资助经费
当年及时

发放

当年及时发

放
10

数量指标 当年出国留学人数 5 8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较好 较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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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

用
提升 提升 9

可持续影响 办学国际化程度 较高 较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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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招生与就业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18 年全年共计投入招生与就业专项经费 250 万元。主要

用于开展招生宣传、录取、迎新联合办公、招聘会、宣讲会、就

业创业讲座比赛、就业质量报告撰写与发布等各项招生与就业相

关的工作。2018 年经费申报和使用程序规范，招生与就业工作

质量进一步提高、很好的完成建设目标。

2018年绩效目标：2018年整体进入一本招生省份达到29个，

整体进入一本招生省份达到 25 个，一本生源率达到 94%以上，

学校就业率达到 93%以上，考研率达到 20%，出国率达到 2.5%，

高质量就业率达到 30%，用人单位信息库总量增加率达到 20%。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招生与就业专项经费绩效自评大致分为：准备工作、材料的

审核分析、现场核实调查、综合分析评价四个阶段。各阶段工作

简述如下：

1.准备工作

（1）成立评价工作组。基于本项目评价的特点和要求，组

成了由财务、管理和绩效三个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评价工作组。

（2）熟悉项目内容。对招生与就业经费项目的立项背景、

具体内容、相关政策法规以及部门规定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

（3）设计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方法及评价标准值。

（4）整理评价资料清单及设计调查问卷。

2.材料的审核分析

根据 2018 年招生与就业工作情况、招生宣传开展情况、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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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会、宣讲会举办的场次，就业周系列活动开展的效果，结合《武

汉工程大学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的大数据进行分

析，全面了解项目情况。

3.现场核查与调查

（1）现场核查。包括项目材料及数据的核查，通过对相关

工作人员的询问，审核项目材料及数据的真实性，对重要评估证

据和有疑问的数据资料取得佐证材料。

（2）问卷调查。通过就业信息网平台向 2018 届毕业生进行

毕业生问卷调查，向 1000 余家企业进行用人单位问卷，取得评

价资料。

4.综合分析评价

（1）根据上述工作取得的可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2）撰写评价报告。

5.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前述四阶段自评工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我校统筹规划，严格执行校院二级管理和学校教学建设经费

管理有关规定，招生与就业专项经费使用成效良好，保证了全国

各省及全省各地高中的宣传效果，保证了招聘会宣讲会的场次和

入校企业的质量。招生与就业网站建设、新媒体建设水平得到了

稳步提高；就业市场建设进一步加强，入校企业质量有质的提高，

深化了校企合作和院企合作。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我校校院二级管理精神，2017 年下半年，招生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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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进行经费预算时，考虑学院自主开展招生与就业工作，向学

院下拨了适量经费用于招生宣传、就业活动开展、就业市场开拓

和就业数据更新等相关工作。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 2018 年底，招生与就业专项经费按编制的预算安排，

加强我校招生与就业工作的开展，取得了如下成效。

（1）招生工作经费充分保证了学校招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2018 年学校继续扩大招生宣传力度，借力校内外各方资源，分

别以学术讲座、心理咨询、风采展示、高校文化进高中校园等形

式赴高中开展招生宣传活动，同时积极利用各种纸质媒体、网络

媒体以及自媒体开展招生宣传活动，学校生源质量得到稳步提

升。2018 年学校在全国 29 个省市区进入一本招生，其中 28 个

省整体进入一本招生，一本生源率达到 99.68%。

（2）学校以就业为导向，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高

教师对就业创业工作的认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一把手

工程”，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

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这是新时

代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行动指南。学校在教育部、湖北省

教育厅、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政策指导、

工作部署下认真落实、推进各项就业工作。在校党委、校行政的

领导下，始终坚持就业工作为“一把手工程”，明确校长为学校

就业工作第一责任人，各学院明确院长为学院就业工作第一责任



第 71 页 共 237 页

人，毕业生辅导员、毕业生班主任、专业教师共同承担就业工作

职责，层层抓落实，确保组织领导到位。

在《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7〕11 号）文件精神指导下，结合

就业工作新常态，2018 届毕业生呈现的新特点，建立校长为组

长，分管校领导为副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的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学习讨论并修订实施《武汉工程大学关于进

一步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武汉工程大学关于全面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意见》、《武汉工程大学关于设立毕业生就业

导师的实施意见》、《武汉工程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武汉

工程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办法》、《武汉工程大学就业协议书

管理规定》、《武汉工程大学学生“共同关注 精准帮扶”计划》

等—系列文件，形成了一套符合当前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的组织

体系和制度体系。

（3）学校利用自身优势，将区域、行业和学科优势有机结

合起来，以省内外龙头企业为基点建立“就业实习基地”和“就

业工作服务站”，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抢占就业制高点，形成了

基层就业和高端就业相结合的市场网络。我校先后与浙江宁波、

绍兴、台州，广东中山、佛州、江苏常州、苏州、四川成都，重

庆等地人社部门或人才市场建立联系，拜访了阿里巴巴、太湖龙

之梦集团、怡达快速电梯等六十余家企业，寻求校地、校企合作

新模式。为确保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学校深化与企业之

间的合作，学校举办大型供需见面会，来自全国近 30 个省市的

600 余家高质量企业参会，提供岗位数 3 万余个，其中世界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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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内 100 强、国有企业、上市企业、行业百强及事业单位占

比超过 70%。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高质量企业参加。

（4）学校积极回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大学生就业政策，鼓

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西部就业。学校大力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加强宣传国家优惠政策力度，积极引导毕业生对接国家基层项目

和地方基层项目，认真组织西藏、新疆等专场招聘活动。2018

届毕业生西部就业 202 人，其中新疆工作 16 人，西藏工作 2人，

青海工作 7 人，甘肃工作 17 人。

（5）2018 年，组织对就业工作人员校内业务培训 20 次以

上，涵盖就业政策解读、文件、学习、毕业生信息管理系统使用

操作、就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等各项就业日常工作；组织就业指

导与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毕业生辅导员参加省中心或专业机

构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班。2018 年，全年送出 7 位老师参加了

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中级就业指导师、就业创业指导师等专业

培训。

（6）学校开设了《大学生职业发展》、《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业基础》两门必修课。《大学生职业发展》针对大一刚入校的

学生探索自我、探索职业尽早的做好学业与职业规划；《大学生

就业指导与创业基础》针对大三即将成为毕业生群体的学生进行

全面的就业政策解读、求职知识和技能的指导。

学校每年对承担《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业基础》课程的老师进行校内集训和校外选拔培训，所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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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获得就业指导或职业生涯规划相关培训证书。课程内容经过精

心编排并集中备课说课。开课前，授课老师集中培训两次，集中

备课说课达 12 次。

（7）就业信息化建设是学校就业管理中最重要的平台，是

集管理服务、市场建立、企业联系等功能于一身的开放性的就业

生态平台。我校就业信息化起步较早，一直结合新媒体进行信息

化的建设，致力于寻找简化就业事务程序、方便企业入驻、精准

服务学生的系统。学校就业信息网入驻企业超过 8000 家，学生

用户 2.5 万人，招聘会最高点击率超过 60000 人次，宣讲会最高

点击率超过 5000 人次，日均访问量为 2000 人次。大学生就业指

导与创业服务中心官方微信与就业信息网无缝对接，招聘会、宣

讲会信息实时发布，每周定时发布图文消息重点推荐企业、讲解

求职技巧等，微信平台还可将企业专业需求与毕业生进行精准匹

配，实现精准推送。我校使用的奥蓝系统与省中心毕业生管理信

息系统对接，毕业生生源信息填报、就业方案编制及时有效。结

合 95 后学生信息接收特点，学校也在各学院建立了 QQ 群，由专

门的就业团队进行管理，精准推送相关信息。

（8）举办就业周系列活动，助力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第一，求职礼仪培训。礼仪是职业素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

求职评判要素之一。我校邀请北京润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国际注册高级礼仪培训师，人社部中职协高级礼仪培训讲

师，中国战略型人才库高级礼仪培训师，IPA 国际注册礼仪培训

师专家委员会荣誉委员杨毅为学校师生举办求职礼仪讲座。从



第 74 页 共 237 页

站、立、坐、行，深入浅出的介绍了求职礼仪的方方面面；

第二，举办简历和面试技巧培训。我校举办简历撰写沙龙，

从简历排版、简历组成模块、简历内容撰写等方面开展培训，打

通求职第一关。同时学校联合大招一百网开展面试模拟和面试技

巧培训，通过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高度还原真实面试情境，现

场演练，帮助学生了解真实的面试场景，减少学生在真正面试过

程中因无经验导致的情绪障碍，举办面试沙龙，从形象，礼仪，

性格，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面试技巧；

第三，举办职业规划讲座。职业生涯规划是毕业生对职业生

涯乃至人生进行持续的系统的计划过程，一个完整的职业规划由

职业定位、目标设定和通道设计三个要素构成，积极主动的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对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大价值。学校联合大招

一百网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从社会环境、行业发展、企业现

状与职业发展几个维度，让广大学生在充分认识自身的兴趣爱好

与优缺点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计划；

第四，举办性格分析和沟通技巧讲座。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

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这种态度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表

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性格一经形成便比较稳定，但是并非一成不

变，而是可塑性的。沟通技巧，是指人具有收集和发送信息的能

力，能通过书写、口头与肢体语言的媒介，有效与明确地向他人

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与态度，亦能较快、正确地解读他人的信

息，从而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与态度。性格和沟通技巧影响求

职过程，更重要的是以后职业生涯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要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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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邀请到国际注册高级人力资源专家、英国国际培训师协会认证

讲师、美国太平洋研究院授证导师、ICF 国际认证企业教练、IAF

国际认证引导师、多家大学特聘讲师，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理事、

大招一百网联合创始人李刚开展性格分析&沟通技巧的讲座。

第五，开展领导力素质拓展活动。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现代人人格特质

的两大核心内涵。素质拓展活动，通过设计独特的富有思想性、

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户外活动，培训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团

队合作精神；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我校专项项目经费管理规定，我校的招生与经费应专款

专用，确保用于招生与就业工作开展。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一本招生省份 30 29

数量指标 一本招生人数 94% 99.68%

质量指标 就业率 93% 95.22%

质量指标 国内升学率 22% 23.16%

数量指标
整体进入一本招生省

份
26 28

质量指标 高质量就业率 30% 39.63%

质量指标 出国（境）率 2% 2.71%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校以就业为导向，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高教师对

就业创业工作的认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一把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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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大招生宣传力度，提升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我校，提升学校生源质量，进一步加强

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尤其是个体就业指导，进一步加强就业市场

的建设。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招生与就业经费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总分：99.73

项目名称 招生与就业经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招生与就业中

心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50 250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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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一本招生省份 30 29 7.73

数量指标 一本招生人数 94% 99.68% 6

质量指标 就业率 93% 95.22% 6

质量指标 国内升学率 22% 23.16% 5

数量指标 整体进入一本招生省份 26 28 5

质量指标 高质量就业率 30% 39.63% 5

质量指标 出国（境）率 2% 2.71% 5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提高 提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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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目前，我校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总面积 8500m2，配套建设

有创业咖啡、会议室、沙龙活动室、报告厅等入驻企业 62 家，

在校生直接或间接创业人数 670 人。

支出情况

2018 年全年创业基地维护支出 0.62 万元，大学生创新创业

竞赛组织参赛及奖励支出 19.38 万元。

年绩效目标

2018 年年目标：新建创业场地 800m2；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全国金奖；基地达到入驻企业 60 家。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实行“两区”、“两级”、“两类”的建设模式

“两区”就是在武昌和流芳两个校区分别建设有“大学生创

业实践基地”；“两级”就是校院两级推进校内外创业实践基地（工

作站）建设；“两类”就是将创业项目分为“科技产品类”和“服

务商贸类”两类规划到不同场地开展创业实践。

2.利用学院场地和设备资源，搭建大学生创业平台

各学院主要依靠各中心实验室、实验中心、工程中心等产学

研实践基地，建立学院创业培训实践基地，为相关专业学生进行

各类科研开发、完成创业项目提供必要条件。

3.依托学校优势学科资源，积极促进大学生创业

积极促进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成果、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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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项目，服务大学生创业。紧密依托化工、材料、制药、机械、

职能控制等优势学科，打造了若干个大学生创业明星团队，将学

科优势转化为大学生创业优势。

4.充分拓展社会资源，搭建创业成长平台

学校与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等社会机构及企业签订捐赠

协议，提供场地、实训及资金用于用于我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活动。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18 年总预算 20 万元，全年执行预算 20 万元，其中创业

基地维护支出 0.62 万元，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组织参赛及奖励

支出 19.38 万元，资金全部投入到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完成新建创新创业活动场地 800m2，创青春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金奖 2 项，基地入驻企业 62 家，成功举办

创新创业讲座 20 场。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 2018 年绩效目标基本完成，但基地管理仍然存在管

理漏洞、场地条件有限等问题。下一步将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积

极协调学校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通过学校、社会等多方面

争取更多的条件和资源，同时根据绩效目标和预算，更加严格的

执行，保障本项目的顺利进行。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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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总分：99.3

项目名称 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校团委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0 20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入驻企业 60 62 10

数量指标 创青春金奖 1 2 10

数量指标 新建场地 800 ㎡ 800 ㎡ 10

数量指标 创新创业讲座 15 20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积极促进教师和学生

的科研成果、科技发明、

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

服务大学生创业就业

完成 完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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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立项目的和绩效目标

1.立项目的

学科建设是龙头。按照“创新驱动、产业牵引、产研融、提

质增效”的学科群建设原则，围绕特色的学科方向、标志性的学

术成果、拔尖的学科领军人才、优势的学科或学科群以及先进的

学科文化等五个方面加强学科建设，巩固以化工及相关学科为

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特色。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高教强省提升高

校创新与服务能力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按照湖北省“三双”（双

一流、双服务、双促进）的目标要求建设两个省高校“十三五”

优势特色学科群（化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学科群、新材料与先

进制造学科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早日实现学校第二次党代

会提出的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奋斗目标，形成化工及相关

学科特色优势明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拟加大投

入，进一步巩固特色优势学科基础，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加强学

科群发展方向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度，提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为建设高教强省提供人才支持。

新世纪以来，国家提出“采选结合、矿肥结合、矿化结合、肥化

结合”的化工资源产业发展方向。在现代化工资源特别是磷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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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利用领域，存在着高效安全开采、浮选工艺、精细磷化工

与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等一系列关键共性的技术难题，需要建立一

个包含多学科力量的研究开发与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理论和技术

创新与实践，推动我国化工资源开发利用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化

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学科群集中了学校优势特色学科资源，形

成从磷矿开采、选矿技术、化工产品研发、资源环境等覆盖全领

域的特色方向，充分整合国家磷工程中心、磷资源开发利用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绿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低品位磷

矿资源开发利用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等十余个省级以上科研平

台，是推进学科综合改革、建设学科特区的重要引擎。

qqqq 材料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新材料是材料工业发展

的先导，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 2025》提出强化

工业基础能力（“四基”）的战略任务，将“关键基础材料”作为

制造业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重点领域，引导社会各类资源聚

集，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上述领域为学校组建新材料

与先进制造学科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人才需求。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学科群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为主干一级学

科，以动力工程与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一级学科

为支撑。学科群人才队伍结构合理，其中教授 56 人，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千人计划 1人，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 6 名，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

授 11 人。学科群依托绿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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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化学与新材料重点实验室、湖北省智能机器人重点实验

室、湖北省化工装备强化与本质安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智能焊

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多个教学科研平台。

2.绩效目标情况

(1)项目长期目标为：把学校初步建成整体水平居省属高校

前列、部分学科国内先进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特色鲜明的教

学研究型大学。长期目标有三项具体内容：①深化学科群、一级

学科的内涵发展；②在高端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科学研究成果、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③继续深化研究生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更多优秀毕业生。

(2)2018 年项目的年绩效目标为：①继续理顺学院和学科群

关系，巩固学校“一主四群”学科建设新格局；②在教学、科研、

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对应此定性年绩效目标，

可供观测的定量指标有数量和质量指标二类。

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是湖北省教育厅安排的常年性、延续

性项目，从 2016 年开始实施。2018 年省财政部门预算安排的 35

个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项目，涉及 24 所省属本科院校。

其中涉及到我校的为化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新材料与先进制

造两个学科群建设项目，省财政划拨专项经费总计 500 万元。根

据《湖北省教育厅教育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鄂教财

【2013】7 号）的有关要求和省财政厅的部署安排，应对两个学

科群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主要评价绩效目标的执行情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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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年建设标志性成果、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

规章制度及采取的措施、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

资金投入构成项目总投入金额 1000 万，其中省财政专项资

金 500 万，其中 488.2 万元用于优质资源建设项目，主要用于学

科群仪器设备购置以及仪器共享平台建设；省财政专项资金 4.1

万元用于教师队伍建设项目，主要用于优秀中青年教师、学者交

流资助项目；省财政专项资金 8.7 万元用于科研能力建设项目用

于学术交流活动，打印复印，差旅等费用。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前期准备

项目前期，学校加强项目绩效评价组织领导，成立项目工作

小组，专门召开相关会议，向两个学科群再次强调绩效考核相关

要求和重要性，形成上下齐抓共管、横向联动的工作机制；通过

加强各部们协调，形成相关成果和支撑材料。

（二）项目组织及管理

1、项目的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校、院、学科

三级）

学校实行校、学院（学科群先进制造技术与智能装备研究院、

化工新材料研究院）、学科三级管理模式，共同负责学科群的建

设。学校成立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负责学科群

建设项目的审定、推荐，协调解决项目运行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下设办公室，挂靠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承担日常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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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各学科群所在学院指导本院的建设规划与计划，落实

本院建设与管理的各项措施，在人、财、物等方面保证学科群的

建设与管理需要；学科群承担具体计划的落实，学科群负责人负

责学科建设经费的日常使用与管理，编制年经费支出预算，及提

交年项目建设总结报告及经费使用情况报告，为学科建设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2.贯彻执行省教育厅重点学科“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

文件情况

学校严格按照《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和《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文件，配套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文件，建立健全学校、

学院和学科群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科学编制年预算；经费开

支严格执行审批手续，规范经费支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

合，完善学校内部专项经费监督体系，对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开

展审计监督，实时监控建设项目资金动向；建设期末，对学科群

建设进行绩效考评。

3.项目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制订和执行情况

结合学科群具体建设内容和实际情况，学校按照国家、湖北

省、教育厅的管理办法，并制定执行《武汉工程大学关于学科群

建设的意见》、《武汉工程大学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以规范项目管理与资金使用。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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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省财政专项划拨经费安排 500 万元，我校自筹配套

经费安排 500 万元，合计 1000 万元。2018 年，资金全部落实到

位。1000 万元中，预计用于优质资源建设项目 619.17 万元（其

中省财政专项资金 488.2 万元），教师队伍建设项目 319.18 万元

（其中省财政专项资金 4.1 万元），科研能力建设项目 54.65 万

元（其中省财政专项资金 8.7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中，学校配套经费 500 万元全部到位，

并执行完毕。

省财政专项资金 500 万的实际使用情况为：（1）学科群仪器

设备和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执行 488.2 万。（2）省财政专项资金其

余 11.8 万元运行费分别用于教师队伍建设项目 4.1 万元和科研

能力建设项目 8.7 万元。因此，省财政专项资金 500 万全部执行

完毕。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学校严格按照《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和《湖北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文件，配套制定实施了相应的管理文件，如《武汉工

程大学教育事业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等，建立健全

学校、学院和学科群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科学编制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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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开支严格执行审批手续，规范经费支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

相互配合，完善学校内部专项经费监督体系，对建设经费的使用

情况开展监督，实时监控建设项目资金动向；建设期末，对学科

群建设进行绩效考评。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化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学科群 2018 年年初设定的绩效目

标有：

优质资源建设项目：①130 篇左右四大检索论文②新增 ESI

引用次数 700 次左右③4-6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④20-30 项授

权发明专利⑤积极申报化学一级学科或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⑥建设磷矿山绿色采选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⑥建设“高端精细磷酸盐产业开发中心”。

教师队伍建设项目：①在磷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引在世界公开

引进领军人才 2-3 名；②在教师中培养博士后 3名；③引进优秀

博士毕业生 5 名；④招收 1-2 名化工背景的博士后。⑤运行管理

规章制度 1-2 项。

科研能力建设项目：①加强复杂磷矿体安全开采关键技术、

精细磷化学品的研究开发和磷尾矿生产氢氧化镁技术开发研究；

②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研究；③进一步推

进磷资源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④推进精细磷化学品的研究开

发，磷尾矿生产氢氧化镁产业技术推广；⑤加大相关学科 ESI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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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次数；⑥申报发明专利 5-10 项。

人才培养工作项目：①开展研究生创新性培养教育；②提高

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

具体完成情况为：

关于（1）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购置学科群设备并进行

仪器共享平台建设。②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磷资源开发学术

研讨会”；

③完成申报化学一级学科和矿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④建设磷矿山绿色采选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⑤建设

“高端精细磷酸盐产业开发中心”。

关于（2）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在磷资源开发利用领域

引在世界公开引进领军人才 5 名；②引进国际水平副教授 5 人；

③新增楚天学子 11 人，湖北省双百人才计划 2人，在教师中培

养博士后 3 名；④引进优秀博士毕业生 20 名。⑤建立学科带头

人制度，提升学科团队建设能力，遴选学校第一届学科带头人团

队 5 个。

关于（3）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学校位列中国最好大学

2019 排名 126 位，前进 35 位；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排名 B+，是湖北省省属高校理工类学科排名第一且唯

一的 B+档；③化学、材料科学两个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前 1%；④我校目前有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62 篇，位列湖北省属高校第 1 位；⑤学校矿业学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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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安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浸矿场地残留浸矿剂高效淋洗材

料、技术与装备”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获批，它标志湖北

省属高校学科实力的提升，其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得到国内的认

可；⑥低品位难处理胶磷矿高效绿色利用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获

得湖北省 2017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⑦新增国家发明专利 40 项。

关于（4）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获省优秀学士论文 5篇。

②学科群硕士研究生一本高校的优质生源不断提高。③继续开展

研究生创新性培养教育；④持续提高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的

学术水平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学科群 2018 年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有：

优质资源建设项目：学科群仪器设备购置，仪器共享平台建

设；②材料科学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 1%。

教师队伍建设项目①高端、高层人才引进，培养和引进各级

特聘教授；②资助优秀中青年教师、学者开展学术交流、调研考

察，与企业对接；③引进楚天学者，楚天学子各 3-5 名；④成果

转化 2-3 项；⑤派遣 3-5 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大学及科研机

构学习。

科研能力建设项目：①资助有希望出成果的项目、科技成果

鉴定和奖项申报；②增加 ESI 被引次数，加大成果奖励。

人才培养工作项目：①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②加强研究生

创新培养，促进学科群支撑学科与专业的建设与改革。

具体完成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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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购置学科群设备共计 250

万元，其中省专项经费 250 万元；②获批教育部首批“新工科”

教学团队 1 项。

关于（2）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引进工程院院士 1 名（陈

芬儿）、“杰出青年基金”学者 1 人（姚槐应），千人计划 1名，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名，楚天学者讲座教授 2名，

楚天学子 3 名，工大学子 1 名，新进博士 17 名；②派遣了 4 名

中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大学及科研机构学习；③和相关学院邀请

了 10 余名国内外新材料、控制科学、光学等学科领域的知名学

者、专家来学科群进行学术交流、做学术报告。

关于（3）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学校位列中国最好大学2019

排名 126 位，前进 35 位；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第四轮学科评

估中排名 B+，是湖北省省属高校理工类学科排名第一且唯一的

B+档；③化学、材料科学两个学科 ESI 排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前 1%；④我校目前有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

62 篇，位列湖北省属高校第 1 位；⑤学校矿业学科池汝安教授

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浸矿场地残留浸矿剂高效淋洗材料、技术与

装备”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获批，它标志湖北省属高校学

科实力的提升，其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得到国内的认可；。⑦新

增国家发明专利 40 项。⑧徐慢成果转化值 2000 多万。⑨科研论

文数接近 400 余篇，其中发表 SCI\EI\ISTP\CSSCI 检索科研论文

40 篇，ESI 被引次数达到 1250 余次），ESI 高被引论文 15 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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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⑩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1 项。

关于（4）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有：①获省优秀学士论文 11 篇、

省优秀硕士论文 3 篇）。②学科群硕士研究生一本高校的优质生

源不断提高。③加强了对材料、控制、动力工程等学科本科生优

质生源基地的建设和招生宣传。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的社会效益：学科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学科方向体现明

显特色和创新，在省内外同类学科中的影响力提升情况，对同类

或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显著的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情况；学科

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武汉工程大学化工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与新材料与先进制

造两个学科群在省财政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从优质资源、教师队

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提升学科水平，学校配套资

金到位，组织实施得力，学科平台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才培养

质量进一步得到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年建设任务。

“十三五”期间，我校将继续严格按照湖北省“三双”（双

一流、双服务、双促进）的目标要求建设两个省属高校“十三五”

优势特色学科群。主要内容为：（1）双一流。力争使化学、材料

学能够进入世界 ESI 排名前 1%，工程学 ESI 全球排名前 1%的接

近度为 80%，提升学科群各学科在国内学科评估排名,新增 1-2

个获批国内“双一流”学科。新增 1-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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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双服务。力争培养和引进有长江学者、

千人计划或国家杰青称谓的专家学者。五年内新增省部级重点科

研平台 1-2 个，力争获批国家级科研平台基地，形成 5-10 支重

大项目联合攻关的学术创新或产研融合的研究团队。新增培养和

引进科技领军及省部级人才 5-8 人，年均获取 4—6项省部级以

上科技奖励，新增 2-3 个省部级以上学科、科研平台，取得一批

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和核心技术，服务“五

个湖北”建设。（3）双促进：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行

学科群内部联合培养研究生，培养一批高层次拔尖人才。通过学

科群建设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提供强劲

支撑的良性循环，促进我校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校 2018 年年初设定的学科群建设绩效目标全部达到预定

效果，没有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预算时：学校 2018 年利用省财政学科群专项资金 500 万元，

预计用于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群的仪器设备、教师学习培训、

学术交流、企业项目对接等投入。

1.其他资本性支出-设备购置：488.92 万元（见采购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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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旅费：预估 8 万（暂定 4000 元*20 人次=80000 元）

3.印刷费：预估 2.08 万（日常印刷、打印复印、装订宣传

等）

4.奖励性绩效和劳务费：预估 1 万（暂定专家讲座、报告、

评审，青年学者论坛讲座等，2000 元*5 人次=10000 元 ）

结算时 1.其他资本性支出-设备购置：488.92 万元（见采购

明细）

省财政专项资金 500 万的实际使用情况为：（1）学科群仪器

设备和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执行 488.2 万。（2）省财政专项资金其

余 11.8 万元运行费分别用于教师队伍建设项目 4.1 万元和科研

能力建设项目 8.7 万元。因此，省财政专项资金 500 万全部执行

完毕。实际执行情况和预算吻合。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优势特色学科群”计划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总分：99

项目名称 2018 年优势特色学科群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

额
500 500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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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检索论文 130 篇 200 篇

40

新增 ESI 引用次数 700 次 1100 次

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4-6 项 6 项

授权发明专利 20-30 项 40 项

申报博士学位授权
化学或矿业

工程
完成立项建设

磷矿山绿色采选技术湖北

省工程研究中心
建设 正在建设

“高端精细磷酸盐产业开

发中心”
建设 正在建设

质量指标 ESI 全球前 1%学科数 0 2

数量指标

在磷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引

在世界公开引进领军人才；
2-3 名 3 名

在教师中培养博士后 3 名 3名

引进优秀博士毕业生 5 名 5名

招收化工背景的博士后 1-2 名 2 名

时效指标 兴发矿业学院合作 不断深化

成本指标 购置学科群设备 500 万 500 万

效益指标

（40 分）

学科群学生满意度 90%以上

39
……

开展研究生创新性培养教

育
继续提升

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的学术水平
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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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大力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质量立校、科技强校、人

才兴校、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按照“立足湖北，

服务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思路，以重点项目为龙头、

以科技队伍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平台建设为支撑、以产学研结合

为纽带，全面推动学校科技工作健康持续的发展。新形势下，学

校合理调整学科布局，实施“大化工”发展战略，围绕石油化工、

磷资源开发与利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汇聚了

一批拔尖青年人才，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整合科技资源配置、

培育团队精神、凝聚优秀创新群体、形成优秀人才团队效应，从

而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为建设国内先进并在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的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提供科技支撑。2018

年，按照教育厅要求继续实施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项目，其中

包括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教育

部工程中心，创新团队计划项目。

面向国家、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围绕湖北省“中

部崛起”重大战略、努力建设双一流高校，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优

势，开展联合攻关，汇集优势资源，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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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重大科研成果。

数量指标:学术交流与讲座 10 次，学术专著 4本左右，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 15 余篇，申请专利 15 项左右。

效益指标：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服务湖北地方经济建设

能力，增强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由湖北省财政厅拨款共计

164 万元，其中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为 44 万元；创新团队项目 20

万元；绿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0 万元；磷资源开发利

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50 万。经费总计已使用 120 万元，执行

率为 73%。

（1）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获批 44 万。湖北省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立项 18 项，其中重点项目 8 项，青年项目 10 项，所有的项

目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2）创新团队计划项目，获批 20 万。新增“激光与物质相

互作用”创新团队项目 1个，获资助 10 万。追加资助 2016 年“微

/纳米结构无机功能材料”创新团队项目 10 万。

（3）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计划项目，50 万。资助绿

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

（4）省部共建教育部工程中心项目，50 万。资助磷资源开

发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运行。

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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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磷资源开发利用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建立了专款专用的审批制度，按计划使用国家拨

款、部门拨款和自筹资金，确保资金用于中心的设备购置、基本

建设、研究开发和配套建设。

（2）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测试费、数据分析、学术论文

发表、差旅费等；

（3）仪器设备费，主要用于实验室硬件建设和实验室的局

部改造；

（4）实验材料费，主要用于购置实验材料、实验药品、试

剂、实验动物等；

（5）劳务费，用于支付参与实验研究的研究生的劳务费；

（6）管理及其它等费用，提取资源占用费。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全面了解我校“高校科技能力

创新工程”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执行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综

合效果；探索建立规范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管

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绩效自评工作采取项目负责人首先自查并提供相关支撑材

料，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办法。通过

查阅财务和科研档案，同时收集该项目发表论文、专著、专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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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复印件等。由于时间较紧，查阅文件资料、分析数据等任务

较重，对于评价中的数据和信息，是从项目负责人、有关部门提

供的总结报告中获得，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汇总数据以及量化分析

的准确性。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由湖北省财政厅拨款共计

164 万元，已全部到账。其中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为 44 万元；创

新团队项目 20 万元；绿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0 万元；

磷资源开发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50 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由湖北省财政厅拨款共计

164 万元，实际执行 120 万元，执行率 73%。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经费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省教育厅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对项目的申请立项、验收结题等环节都做好了资料归档和质量检

查工作。财务管理方面，学校制定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确保资金的规范运行，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健全。建立科学、

系统、有效的项目评价和控制体系，通过建立项目自评、学校专

家评议、审议项目绩效报告、结果分析与反馈等运行机制，有效

地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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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产出情况：2018 年依托教育厅科研计划

项目，共发表 SCI、EI 论文共计 39 篇，其中发表 SCI 一区论文

1 篇，申请专利共计 25 项，6 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

企业等解决技术难题与关键技术，横向课题经费课题项目共计

120 万元经费。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创新团队项目产出情况：创新团队项目产出情况：依托“激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创新团队和“微/纳米结构无机功能材料”

创新团队，进一步凝练了研究方向，培养团队骨干人，完成学生

交流与国际合作次，共发表了 5 篇 SCI 论文，发明专利 6 项，

培养研究生 5 名，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余军霞教授的研究成果荣

获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

其中面上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7项。湖北省科技厅技术创新专项

（重大项目）2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94 篇（含合作发表），获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8 项，6 项发明专利成功实施转让。巨修练

教授主持完成的“核黄素磷酸酯钠的工业化制备方法”获湖北省

技术发明三等奖，吴广文教授主持完成的“绿色环保合成盐酸乙

脒新工艺及产业化”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联合主办

了废弃物资源化及循环利用先进装备技术国际研讨会。为学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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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材料学科 ESI 排名进入前 1%做出了贡献。

省部共建教育部工程中心：“磷资源开发利用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在项目资金的支持下，科研创新能力与水平有进一步

提升，工程中心作为第一单位承担国家级项目 1项，作为牵头单

位承担纵向课题达 12 项，发表高水平文章 25 篇，2018 年工程

中心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9 项，深入开展学术交流，组织和参与学

术会议 10 次，出国学术交流考察 2 次，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项，

组织宜化集团和兴发集团等进行工程师考前培训和学习 40 人

次。

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符合相关

规定，管理措施到位，经费使用规范合理，取得的学术成果明显，

培养了教师和学生，综合评价良好。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自评分

104 分，创新团队自评分 90 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评分为 110，

教育部工程中心自评分为 104 分。

主要结论

2018 年我校管理规范，研究经费、科研材料费、劳务费、

办公费等费用开支合理，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

著，产出成本可控，项目持续性很好，服务对象总体满意。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课题组要圆满完成项目任务、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工作

上做到“有头有尾”。我校承担的项目绝大多数能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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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有个别项目因经费不足等原因而拖延，未能按计划完成任

务，这将影响以后的项目申请和持续资助。因此，研究人员在申

请项目时一定要对项目所需资金准确预算，同时考虑所申报项目

的资助额度，经费到位后也要统筹使用，以防项目进展中出现经

费不足或使用不合理情况发生。

2．要提高高水平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发表论文中被 SCI

收录的一区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说明高水平论文的数量还不够。

因此，各项目组还应在高水平论文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提

高研究层次。

3．由于经费支持额度有限，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转化、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等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总分：94.6

项目名称 高校科技能力创新工程项目

主管部门 科学技术发展院 项目实施单位 科学技术发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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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

金总额
164 120 73% 14.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学术论文 35 40 10

数量指标 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50 52 10

数量指标 科技获奖情况 5 5 10

数量指标 知识产权数 50 62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指标

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生产经

济效益
180 万 190 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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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校人文基地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大力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质量立校、科技强校、人

才兴校、突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按照“立足湖北，

服务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思路，以重点项目为龙头、

以科技队伍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平台建设为支撑、以产学研结合

为纽带，全面推动学校科技工作健康持续的发展。新形势下，学

校合理调整学科布局，实施“大化工”发展战略，围绕石油化工、

磷资源开发与利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汇聚了

一批拔尖青年人才，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整合科技资源配置、

培育团队精神、凝聚优秀创新群体、形成优秀人才团队效应，从

而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为建设国内先进并在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的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提供科技支撑。2018

年，按照教育厅要求继续实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面向国家、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围绕湖北省“中

部崛起”重大战略、努力建设双一流高校，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优

势，开展联合攻关，汇集优势资源，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形成重大科研成果。

数量指标:学术交流与讲座 10 次，学术专著 4本左右，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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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 15 余篇。

效益指标：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服务湖北地方经济建设

能力，增强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2018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由湖北省财政厅拨款共计 60万

元，资助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建设运行。

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用于基地的设备购置、基本建设、研究开发和配

套建设。

（2）科研业务费，主要用于测试费、数据分析、学术论文

发表、差旅费等；

（3）仪器设备费，主要用于实验室硬件建设和实验室的局

部改造；

（4）劳务费，用于支付参与实验研究的研究生的劳务费；

（5）管理及其它等费用，提取资源占用费。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全面了解我校“高校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执行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综

合效果；探索建立规范的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管

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绩效自评工作采取项目负责人首先自查并提供相关支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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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办法。通过

查阅财务和科研档案，同时收集该项目发表论文、专著、专利的

合格复印件等。由于时间较紧，查阅文件资料、分析数据等任务

较重，对于评价中的数据和信息，是从项目负责人、有关部门提

供的总结报告中获得，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汇总数据以及量化分析

的准确性。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由湖北省财政厅拨款共计 60

万元，已全部到账。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由湖北省教育厅拨款 60 万

元，经费主要用于：“湖北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企业与环境协

调发展研究中心”和“生态环境设计研究中心”的运行费 30 万

元，基地开放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20 项，资助 30 万元，经费执行

率为 97%。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经费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省教育厅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对项目的申请立项、验收结题等环节都做好了资料归档和质量检

查工作。财务管理方面，学校制定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确保资金的规范运行，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健全。建立科学、



第 106 页 共 237 页

系统、有效的项目评价和控制体系，通过建立项目自评、学校专

家评议、审议项目绩效报告、结果分析与反馈等运行机制，有效

地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产出情况：2018 年依托教育厅科研计划

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 90 余篇，专著编撰 6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湖北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企业

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和“生态环境设计研究中心”，在项

目资金的支持下，科研创新能力与水平有进一步提升，基地现拥

有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 20 项。参加学术交流会议 30 余项，

获得各类奖励 11 项。围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

询服务和科研体制改革等各项任务，较好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取

得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主要结论

2018 年我校管理规范，研究经费、科研材料费、劳务费、

办公费等费用开支合理，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

著，产出成本可控，项目持续性很好，服务对象总体满意。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课题组要圆满完成项目任务、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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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到“有头有尾”。我校承担的项目绝大多数能按计划进行，

但亦有个别项目因经费不足等原因而拖延，未能按计划完成任

务，这将影响以后的项目申请和持续资助。因此，研究人员在申

请项目时一定要对项目所需资金准确预算，同时考虑所申报项目

的资助额度，经费到位后也要统筹使用，以防项目进展中出现经

费不足或使用不合理情况发生。

2．要提高高水平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发表论文中被 SCI

收录的一区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说明高水平论文的数量还不够。

因此，各项目组还应在高水平论文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提

高研究层次。

3．由于经费支持额度有限，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转化、

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等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3 月 总分：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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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科学技术发展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

金总额
60 56.5 97% 19.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学术论文 35 90 14

数量指标 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50 20 12

数量指标 获奖 5 11 12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参加学术交流会议 11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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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围

绕建设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学校坚持以“科技

强校”为指导思想，提出“项目、人才、基地”结合的发展方针，

按照“特色化工学科为主干，多个相关学科协调发展”办学思路，

以重点项目为龙头、以科技队伍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平台建设为支

撑、以产学研结合为纽带，为建设国内一流的大学提供科技支撑。

2018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国家和我省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大力推动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着力推出有实践指导意义、有决策参考价值的

重大成果和学术精品，全面提升学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

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

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特别是结合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校实

际工作需要，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展相关研究，项目

的实施促进了我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



圆满完成了项目既定的绩效目标。

2018 年高校人文社科建设专项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下拨总经费 48 万元，其中包括中青年理论家培训计划 3 项，资

助经费 15 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4 项，资助经费 20 万；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2 项，资助经费 1.5 万；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重点项目 2 项，资助经费 1.6 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以及青年项目 19 项，资助经费 9.9 万。项目的实施主要培养和锻炼

了中青年学术骨干，效果显著，建议教育厅加大经费额度，支持中

青年人才开展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采取项目负责人首先自查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科研管理部门

和财务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相结合的办法。通过查阅财务和科研档案，

同时收集该项目发表论文、专著、专利的合格复印件等。

由于时间较紧，查阅文件资料、分析数据等任务较重，对于评

价中的数据和信息是从项目负责人、有关部门提供的总结报告中获

得，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汇总数据以及量化分析的准确性。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由于省拨经费较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的进展，



产出数量按项目申请书“项目进度安排及预期研究成果”拟定的年

进度完成相关成果，成果形式为论文、调研报告，产出质量基本上

达到项目申请书拟定的预期质量，产出时效基本按项目申请书预期

进度完成项目任务；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有利于培养本专科生和

研究生，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非常高，项目各参与研究者对项目产

生效益、对自身科研水平和服务社会水平的提升满意。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预算总计 48 万，实

际支出经费 105326.97 元，执行率 22%。项目由于省拨经费较滞后，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经费执行率。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科研经费专款专用，管理规范。为了加强学校科研经费管理，

使科研经费合理有效地使用，以保证科技工作按质按量完成，科研

经费管理严格按照项目来源单位的经费管理办法《湖北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和《武汉工程大学纵向科研项目及

经费管理办法》执行，所有科研经费专款专用，并遵照各级课题来

源单位的相关规定。科研经费由学校科技处和财务处共同管理，每

个课题或项目均在计财处设立单独账号，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

经费到账后，科技处会同计财处向课题负责人发放《武汉工程大学

科研经费账本》，由课题组按规定使用，经费使用过程有详细的借款、

报销、审计的具体规定细则。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计划产出论文 19 篇，计划产出研究报告 2 份，计划产出著作 1

部；基本完成了预期的目标，实际产出论文 66 篇，实际产出研究报

告 1 份，实际产出著作 4 部。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认真开展调研，制定调查问卷，

并指导研究生进行基础数据统计和分析，培养硕士和本科学生 150

人，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人才，加强了科研平台的

软件和硬件建设。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课题组要圆满完成项目任务、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工作上做

到“有头有尾”。我校承担的项目绝大多数能按计划进行，但亦有个

别项目因经费不足、下拨经费滞后等原因而拖延，未能按计划完成

任务，这将影响以后的项目申请和持续资助。因此，研究人员在申

请项目时一定要对项目所需资金准确预算，同时考虑所申报项目的

资助额度，经费到位后也要统筹使用，以防项目进展中出现经费不

足或使用不合理情况发生。

2．要提高高水平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各项目组还应在高水

平论文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提高研究层次。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总

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报

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果。在

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 2019 年 3 月 总分：84.4

项目名称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

金总额
48 10.53 22% 4.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研究项目数量 21 30 10

数量指标 文章发表 19 66 10

数量指标 国家级、省部级教育厅项目 2 6 10

数量指标
SCI、EI、ISTP、北大核心、

人大复印资料、CSSCI 等收录
19 55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中

青年人才，加强了科研平台

的软件和硬件建设

完成 完成 40



2018 年大学生体育艺术活动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湖北省“十三五”以及《湖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规划和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关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体育工作新要求，进一步促进大学生

健康教育和竞技体育快速发展，在广大学生中普及桥牌、象棋、

围棋运动，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丰富大学生的课余文化生

活，根据湖北省教育厅的工作布置，湖北省拨款 8 万元，用于承

办湖北省大学生桥牌、围棋、象棋比赛。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前期准备阶段

组建评价工作小组，拟定评价工作方案，了解评价对象基本

情况，设计有关基础数据表格和问卷调查表格，下发项目执行单

位需准备的资料清单等。

2、信息采集复核阶段

项目执行单位进行初步准备后，评价小组先后深入项目执行

单位以实地察看、面访、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核查财务凭证等

多种形式采集信息，复核基础数据和评价证据，并多次就相关资

料的补充、完善进行沟通。评价证据力求保证质量，准确可靠。

一是评价证据要充分、完整，勾稽关系严密，二是通过项目资料



研究获得的证据，能与从实地调研、座谈会、面访、问卷调查，

以及从公开媒体信息中获得的证据互相印证和补充；已实现指标

的证据、用于判断预期指标的证据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等三类证

据能互相印证。

3、指标体系设计论证阶段

评价小组在收集各类基础数据，制作若干基础表后，根据制

定的评价方法，结合项目特点，开始酝酿设计项目产出和项目效

益类指标。依靠评价小组的集体智慧，初步形成了既能体现评价

意图又切合实际的系列指标。之后，积极与项目执行单位沟通，

进一步修改完善指标体系，合理确定各指标权重，制定评分标准。

4、数据分析和报告形成阶段

完成系列基础性、前置性工作后，评价小组开始集中精力进

行数据分析及指标计算比较，按规范格式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

稿，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出具正式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资金到位率。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保证了项目进度。

到位及时率。资金及时到位率 100%，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

保障。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执行了 79933.2 元，执行率为 99.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项目取得专项资金 8 万元，主要用于湖北省第十五届运动

会全民健身成人类（普通高等学校）暨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

动会桥牌比赛、2018 年湖北省大学生象棋锦标赛、2018 年湖北

省大学生围棋锦标赛、2018 年湖北省大学生桥牌邀请赛这几项

比赛。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产出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均达到或超过绩效目标，

质量达标率良好，产出成本可控。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此次活动促进课程提升，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素质，包

括学生选手素质和学生裁判素质，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扩大高校之间的师生交流，提升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为

全民参加体育锻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评价，该项目产出实际

完成率、完成及时率基本达绩效目标，质量达标率良好，产出成

本可控。项目个性化的特点决定本项目无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学校绩效领导小组在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和应

用制度基础上，强化了结果与应用相结合，在校园网主页上及时

公开各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并主动将绩效评价报告报送

至省教育厅，还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部门下一年预算的重要



依据。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建议以本项目的实施为契机，结合学校实际安排更多专项经

费，在政策范围内进一步建立完善覆盖各类大学生体育活动，切

实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素质，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扩大

高校之间的师生交流，提升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编制部门下一年预算的重要依据。

（三）拟公开情况

将此专项绩效报告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大学生体育艺术活动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6日 总分：94.88

项目名称 大学生体育艺术活动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体育部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万

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8 7.9933 99.9% 19.9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参赛人数

2018 象棋锦

标赛 265
265

10
2018 围棋锦

标赛 149
149

2018 桥牌邀

请赛 100
100



十二届大运

会桥牌比赛

300

300

活动场次 4 4

质量指标 活动层次 省级 完成 10

时效指标 按时开展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10

成本指标 资金数目 8 7.9933 9.9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活动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

能素质，扩大

学校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扩大高校之

间的师生交

流。

完成 35



2018 年基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此项目包括大化工楼及 9 号楼的建设。

大化工楼：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汉工程大学大化工工

程教育与创新创业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鄂发改审批

【2012】315 号），建设“大化工中心”提高学校办学硬件水平，

为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专业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年绩效目标：完成竣工结算审计后的工程款支付支付。

9 号楼：为满足本科生及研究生住宿生活的基本需求，提高

学校办学的硬件水平，改善学生学习及生活条件，需新建学生食

堂及宿舍楼即教辅 9 号楼。该项目已获《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备

案证》，登记备案代码：2017-420118-47-03-130413。

年绩效目标：完成设计、地勘、监理、施工、造价咨询招标，

完成设计、地勘及部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工作，交纳规费。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大化工项目经费 1500 万元，全部用非税收入安排。教辅 9

号楼项目经费 536.7 万元，全部用非税收入安排。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由学校计划财务处牵头，成立了已计划财务处、基建与维修



处、审计处为成员的自评小组，对项目的合同、工程进度、支付

情况、结算审计报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形成自评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大化工项目经费 1500 万元全部到位，执行金额 1500 万元。

制定了项目预算及项目管理办法，有效执行。按预先确定的使用

方向使用项目资金，合法使用项目资金。进行了项目执行情况检

查，及时汇报了绩效信息。

教辅 9 号楼项目经费 536.7 万元全部到位，执行金额 116.9

万元，由于招投标影响工程进度。制定了项目预算及项目管理办

法，有效执行。按预先确定的使用方向使用项目资金，合法使用

项目资金。进行了项目执行情况检查，及时汇报了绩效信息。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大化工楼：实习实训人数年指标值 3 万人次/年，全年完成

值 3 万人次/年；学生实习人均面积年指标值大三大四 1平米/

人，全年完成值大三大四 1 平米/人；老师办公人均面积年指标

值 12 平米，全年完成值 12 平米；师生交流中心年指标值 17 处，

全年完成值 17 处；



9 号楼：食堂年指标值为设计完成，施工部分，全年完成值

为设计完成，因设计招标时间长，调校园总规影响报规时间；宿

舍年指标值为设计完成，施工部分，全年完成值为设计完成，因

设计招标时间长，调校园总规影响报规时间；招投标年指标值规

范，全年完成值规范；预算年指标值 536.7 万元，全年完成值

116.9 万元，由于招投标影响工程进度；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大化工楼建成将改善实验条件和环境，为人才培养提供基础

教学平台及科学研究平台。9 号楼建成将改善学生住宿环境、师

生就餐环境等基础设施条件。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二）拟公开情况

项目资金执行率达到 100%，资金使用情况与年预算基本一

致。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意义重大，将在武汉工程大学网

站上公开。

2018 年基建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总分：80.88

项目名称 2018 年基建项目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036.7 1616.9 79.39% 15.8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化工楼实习实训人数
3万人次/

年
3万人次/年 5

质量指标 化工楼学生实习人均面积
大三大四 1

平米/人

大三大四 1

平米/人
5

质量指标 化工楼老师办公人均面积 12 平米 12 平米 5

数量指标 化工楼师生交流中心 17 处 17 处 5

成本指标 化工楼总投资 1500 1500 5

数量指标 9号楼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 33000 5

质量指标 9号楼报规报建 完成报建
基本完成报

建
2

质量指标 9 号楼招标

完成设计、

地勘、监

理、施工招

标

除施工招标

外均完成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大化工楼建成产生社会效

益

改善实验

条件和环

境，为人才

培养提供

基础教学

平台及科

学研究平

台

完成 20

社会效益 9 号楼建成产生社会效益

改善学生

住宿环境、

师生就餐

环境等基

础设施条

件

建成后改善

住宿环境，今

年未建成

10



武汉工程大学 2018 年银行贷款

还本付息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目前拥有武昌和流芳两个校区，根据学校事业

发展规划，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学校多渠道筹措资

金近 7 亿元，目前已基本完成流芳新校区建设任务。随着学校办

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流芳新校区的建设，学校背负着较大的

债务压力。截止 2009 年 8月底，经审计部门审定，学校实有债

务 61115.69 万元，其中未偿还银行贷款本金 58900 万元，基建

工程欠款 2215.69 万元。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

校债务风险的意见》（财教[2010]568 号）精神，省委省政府本

着“强国必先强教，兴鄂比先兴教”的理念，积极为化解学校债

务出谋划策，并大力提供财政支持。同时鼓励学校统筹资源，多

方筹措资金，积极化解债务，从 2010 年起，学校设立还贷专项，

专门用于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

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学校积极推进债务化解工作，

负担逐步减轻，各单位日常运转经费得到充分保障，但办学资金

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的现状尚未改变，基本建设任务仍然很重，基

建、土地和设备购置等资本性投入占比依然过大，学校财力基础

相对薄弱，办学资金总体不足的根本矛盾还未解除。

2015年通过非税收入和其他资金安排还贷专项资金 4000万



元，2016 年使用非税收入安排还贷专项资金 3000 万元，2017 年

通过非税收入安排还贷专项资金 950 万元，2018 年通过非税收

入安排还贷专项资金 860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前期准备工作、材料的审核分析、现场核实调查和汇总

形成综合评价报告。实施过程中，一是成立绩效评价专班，明确

具体负责人；二是熟悉项目内容，了解立项背景、相关政策及具

体内容等；三是审查贷款合同及款项支付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是

否合规合理；四是取得相关材料的复印件，保证本次项目评价的

真实可靠。

三、综合评价结论

学校 2018 年高校贷款还本付息专项基本符合湖北省相关规

划及政策的要求，基本完成了设立的绩效阶段性目标。通过对该

专项开展绩效评价，了解专项资金执行情况和学校债务负担情

况，为学校统筹资金安排和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指导编制下一年预算及申报绩效目标提供依据。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2018 年武汉工程大学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专项预算资金 860

万元，全部由非税收入安排。根据银行贷款合同约定，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2018 年学校归还到期 730 万元银行贷款本金，每季

度按时偿还相应利息。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加强绩效资金管理，在已建立较完善

的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学校出台了《武汉工

程大学预算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运行、审批、支付

流程。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年初预计偿还利息 130 万元，实际偿还 110.23 万元

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根据贷款合同规定，学校应于每年

10 月偿还贷款本金，但学校为了减少偿还利息，节约资金成本，

经学校领导审批后于 5 月提前偿还本金。

改进措施：学校将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计划管理工作，对下

一年的还本时间及付息金额进行更加准确地测算。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结果应用：根据 2018 年银行贷款实际还本付息数合理测算

2019 年预算数。2018 年实际还本付息数 840.23 万元，综合贷款

合同每年应偿还本金数、贷款利率变动、可能提前还本等因素，

2019 年还本付息专项预算数为 820 万元。

公开情况：根据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本年财务工作

计划安排，2018 年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专项绩效评价报告将于上

半年在学校计划财务处网站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1.经验

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贷款不逾期，偿还贷款及时，



偿还手续健全，提前偿还贷款严格执行审批流程。加强财务监督

检查，建立银行贷款明细管理台账，建立了资金管理预案制度，

与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银行信用评级良好。

2.问题

存在提前偿还贷款现象，按审批流程经校领导审批后提前偿

还。虽然一方面节约了资金成本，但另一方面也导致该项目资金

未能执行完。

3.建议

加强专项资金计划管理，准确合理预计偿还本金时间，严格

按计划申请拨款、还款，确保财政资金运用利益最大化；加强项

目基础管理和项目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按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及时

组织验收和项目资料归档。为绩效评价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基

础。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学校银行贷款余额 1890 万元，完

成了既定目标，预计未来 2 年内可化解债务，债务负担的减轻，

财务状况持续好转，学校能将更多的资金运用到教学研究、人才

培养等方面。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学校积极推进债务化解工作，

负担逐步减轻，各单位日常运转经费得到充分保障，有利于学校

优化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学建设中，从而提升学校

竞争力。但办学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现状尚未改变，基本建设任

务仍然很重，基建、土地和设备购置等资本性投入占比依然过大，



学校财力基础相对薄弱，办学资金总体不足的根本矛盾还未解

除。

2018 年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专项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 总分：96.5

项目名称 2018 年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860 840.23 97.70% 19.5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偿还贷款本金 730 万元 730 万元 10

数量指标 偿还贷款利息 130 万元 110.23 万元 16.96

质量指标 资产负债率 10.50% 5.64% 10

效益指标

（40 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 降低财务风险 降低 完成 40



2018 年高校科研课题项目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武汉工程大学承担 2018 年高校科研课题项目主要用于企业

合作开发项目，旨在解决企业技术难题，项目执行期的绩效总目

标包括：（1）解决企业所提出的技术难题；（2）已取得的技术成

果逐步实现产业化。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经费共3500万元，项目执行年根据项目类型不同大致为2-3

年，目前项目研究经费已全部到账，2017 年项目资金已执行 3500

万元，执行率 100%。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自评价大致分为：准备工作、材料的审核分析、现场调

研核实、综合分析评价四个阶段。各阶段的工作简述如下：

1.准备工作

（1）成立评价工作小组。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由

学校计划财务处牵头组织，各学院、科发院全程参与，学校国有

资产与设备管理处、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积极配合，联合成立绩

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专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

（2）熟悉项目内容。对项目的立项背景、相关政策、具体



内容以及相关部门规定、要求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

（3）制订评价工作方案和评价工作计划。

（4）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选择及各项评价标准得分等。

2.材料的审核整理

（1）资料审核。查阅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报送的项目中

仪器设备执行情况的文档、图片、表格等资料，查阅计划财务处

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和实施监控手段的支撑材料，全面了解本项

目的实施情况。

（2）资料整理分析。主要对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资料文档

进行整理分析，作为绩效评价报告的素材。

3.现场核实与调查

通过查阅相关帐目，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等手段，审核

其真实性，对重要评估证据和有疑问的数据资料要求其在限定时

间内再提供佐证材料，保证绩效评价高效率进行。

4.综合分析评价

（1）根据上述工作取得的可信资料和相关照片，进行综合

分析评价。

（2）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已于 2018 年全部到位，并已分项目成立专门财务



账户，保证专款专用。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均按照项目预期情况顺利进行，企业对现已取得的技术

成果较满意，各项项目均按预期进行。项目资金已执行 3500 万

元，执行率 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项目管理规定，设立项目

资金专款账户，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武汉工程大学 2018 年共承担企业委托（或合作）开发项目

共 305 项，已实际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296 个，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仍处理前期技术开发阶段，还未开展产品或技术的产业

化，故没有经济收入，因而没有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预计后

期随着项目的顺利进行，逐步会实现技术的产业化。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高校科研课题项目经费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总分：96

项目名称 2018 年高校科研课题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3500 万

元

3500 万

元
100% 2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横向技术合同项数 300 305 8

专利 120 157 8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300 396 8

质量指标 专利 120 157 8

时效指标
各项目进度均按预期完

成
完成 完成 8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提高基础研究能力，功

课技术难题
完成 完成 20

经济效益 成果转化生产经济效益 1000 万 800 万 16



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1．项目立项目的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层次

人才、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提供高水平社会服务的重任。为贯

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

健康发展，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及时出台《关于完善

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及《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

审办法》、《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办法，国家在研究生奖助体系中建立起

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制度。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

社会公益活动表现突出的全日制研究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所需

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向基础学科和国家

亟需的学科（专业、方向）倾斜。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

准为每生每年 3 万元；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 2 万元。



（2）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将现有的

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

本生活支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范围覆盖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内

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博士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 13000

元，硕士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 6000 元。具体标准由各级

财政部门会同高等学校主管部门确定，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

价变动情况，建立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

需资金根据高等学校隶属关系，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参照普通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分担办法共同承担。

（3）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设立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支持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省级财政对省级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所需资

金，按照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0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8000 元的标准以及在校生人数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所需资金

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列入年部门预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不得

超过同阶段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的 60%。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奖励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

助学金等其他研究生国家奖助政策以及校内其他研究生奖助政

策资助。

2.项目年绩效目标

遵循教育规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



培养成本、高等学校等研究生培养机构多渠道筹集经费的研究生

教育投入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教育的活力，促进研究生教育持

续健康发展。

坚持系统设计，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

力化解深层次矛盾，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坚持教育规律，促进质量提升。立足研究生教育的特点，遵循研

究生成长成才规律，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待遇水平。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

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研究生待遇。坚持统筹

谋划，积极稳妥推进。充分调动各类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积极性，

加强中央和地方政策衔接，确保顺利实施。健全制度，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准确将研究生奖助学金发放到研究生银行卡

上，妥善保管资助资料。

(二）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根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学校颁发了《武汉工程大

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等文

件，严格依照财政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

汉工程大学专项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2018 年研

究生国家奖助学金项目共计中央资金 1024 万元，省级资金 1381

万元，合计 2405 万元。其中，国家奖学金中央资金 99 万；国家

助学金中央资金 925 万，省级资金 575 万，合计 1500 万元；学



业奖学金省级资金 806 万元。

（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项目

根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学校于 2017 年修订了《武

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等文件，严格依照财政

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汉工程大学专项经

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国家奖学金由校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

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学生本人的银行卡，做到专项资金专项使用。

在国家奖学金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我校始终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评审工作。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成员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组成。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

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与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的评审工作；

监督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发放工作；裁决研究生对评审结果的

申诉。

各学院根据学校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条件不能低于学校标准的实施细则，并报研究生院备

案。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本单位主

要领导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培养的副院长、副书记任副主任



委员，委员包括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代

表。其职责是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

审、名单公示等工作。

2018 年分配给我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为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48 人。根据学校相关要求，准确把握评审范围，

名额按照各学院研究生规模，结合研究生培养质量、特色创新等

方面将指标分配到各学院。学校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国家奖

学金相关评审要求和规定，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落实了责

任，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做到评选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择

优，使广大研究生满意。

2.规范程序，严格把关

评选程序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采取个人申请(导师推荐)

—学院初评并公示—学校评审并公示三个步骤进行，具体评选过

程如下：

个人申请：研究生本人提交《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及相关证明材料，研究生指导教师签署推荐意见后，向所在学院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

学院初评并公示：各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

评选，采取审核材料及公开答辩方式，实行差额评选。评选结果

在学院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填写《博士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

生汇总表》，连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及相关证明



材料送研究生院；

学校评审并公示：研究生院汇总各学院评审名单，并进行严

格审查，然后报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定。学

校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了评审会议，确定了张林骅等 1名

博士研究生、曾伟等 48 名硕士研究生作为 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获奖对象，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没

有接到投诉和举报。学校决定将张林骅等 1名博士研究生、曾伟

等48名硕士研究生作为2018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对象报教

育厅审批。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项目

根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学校于 2017 年修订了《武

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等文件，严格依照财政

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汉工程大学专项经

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国家奖学金由校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

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学生本人的银行卡，做到专项资金专项使用。

2018 年共有博士研究生 23 人、硕士研究生 2252 人享受国家助

学金。

在国家助学金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我校始终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评审工作。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健全工作机构，确保政策落实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成员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组成。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

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与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的评审工作；

监督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发放工作；裁决研究生对评审结果的

申诉。

2.宣传国家政策，加强制度建设

我校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国家和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并

结合我校实际，修订了《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

法》，确保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多种形式资助政策的贯彻落实。

不断完善政策宣传，规范操作程序，减少工作失误，提升工作效

能。

（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项目

根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学校于 2017 年修订了《武

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等文件，严格依照财政

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汉工程大学专项经

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国家奖学金由校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

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学生本人的银行卡，做到专项资金专项使用。

2018 年我校共有博士研究生 23 人、硕士研究生 2208 人享受学

业奖学金。

在学业奖学金的组织实施过程中，我校始终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评审工作。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加强领导，确保政策落实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成员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组成。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

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与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的评审工作；

监督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发放工作；裁决研究生对评审结果的

申诉。

各学院根据学校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

制定相关条件不能低于学校标准的实施细则，并报研究生院备

案。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本单位主

要领导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培养的副院长、副书记任副主任

委员，委员包括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代

表。其职责是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

审、名单公示等工作。

2.严格把关，确保工作规范

一是完善奖助资金渠道。学校按规定统筹财政拨款、学费收

入、社会捐助等，拓宽了学业奖学金的资金来源。

二是明确奖励标准和评选比例。2016 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设立特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和四等

奖学金五个等级，博士研究生评选比例占参评人数的 100%，硕



士研究生评选比例占参评人数的 95%。2017 年修订《武汉工程大

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从 2017 级开始，学业奖学金设

立一等、二等、三等三个等级，进一步提高奖励标准、扩大奖励

范围，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评选比例均占参评人数的 100%。

奖励标准标准和覆盖面均高于湖北省有关文件规定。

三是明确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研究生申请学业奖学金须满

足一定的基本条件外，综合考虑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学习成

绩、科学研究、学术活动以及其他方面的表现。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的评选程序如下：1.研究生本人填写《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申请表》，并附课程学习成绩表、论文复印件或科研成

果鉴定书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经导师同意后，报所在学院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2.各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

员会根据评选办法，拟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并在本

学院公示三天；3.各学院将拟定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报送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审批结果在全校范

围内公示三天；4.对学院公示名单有异议的，可向学院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各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

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申诉人对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

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提请裁

决。

四是学校设立校院两级举报信箱、举报电话，接受全校师生

的监督。学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定额发放，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

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国家奖助学金项目资金数额大、涉及人数多，实施情况直接

关系到全校资助工作的整体效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财政管理有关规

章制度，对项目的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以及综合绩效进

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绩效评价框架

1.绩效评价原则

客观、公正原则。应当依据绩效评价准则、关键评价问题等

开展评价活动，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

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的设计应当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评价的实施应该遵循规范的程序和方法。

可靠性原则。绩效评价应该既要报告项目成功的方面，也要

报告项目失败的方面。

目标导向原则。绩效评价以项目目标为导向，重点评价项目

目标的相关性、目标实现程度、相对于目标实现程度的效率、以

及项目成效的可持续性。

参与性原则。项目各利益相关者，包括项目管理方、项目实

施单位、项目受益群体、有关专家等，要尽可能地以适当方式参



与到考评过程中来。

2、评价指标

分

类
内 容 评分标准

分

值

考

评分

备

注

管

理

指

标

管理指标总分值
3

0
30

机构

建设

是否专门设立学生资助机构、是否专人负

责
5 5

制度

建设

是否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制定

学生日常资助工作制度
5 5

资金

管理

是否执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

资金配套比例落实项目资金、是否及时足额拨

付项目资金

5 5

过程

管理

是否及时足额通过银行卡发放到位、是否

存在挪用、抵扣等违规操作现象、是否定期监

督检查政策的落实情况。

1

0
10

资

助

档案

管理

是否妥善保管资助资料，确保资助资料的

完整
5 5

产

出

和

效

益

指

标

产出和效益指标总分值
7

0
70

财政资金实际到位率

（财政实际补助资金/财政应补助资金）

1

0
10

奖助学金实际发放率

(奖助学金实际发放金额/奖助学金应发放金额)

1

0
10

奖助学金打卡发放率

(通过银行卡发放金额/奖助学金实际发放金额)

1

0
10



分

类
内 容 评分标准

分

值

考

评分

备

注

准确发放率（准确发放金额/奖助学金发放金额） 5 5

及时发放率（及时发放金额/奖助学金发放金额） 5 5

享受助学金学生比率

(享受助学金学生数/实际应享受人数)

1

0
10

学生知晓率(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得出)
1

0
9

学生满意率（根据调查和座谈结果统计得出)
1

0
9

助学金项目绩效考评得分合计
1

00
98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打分法，满分为 100 分。具体做法是：（1）

根据不同评价准则、不同评价问题、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逐层赋

予不同分值；（2）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评分标准；（3）具体评价

时，对照评分标准，给每个指标进行打分，然后把所有指标的得

分值直接加总得到总分。再根据总分的高低，给项目进行评级分

等。评级等次根据项目总得分确定为非常成功（90-100 分）、成

功（80-89 分）、部分成功（60-79 分）、不成功（0-59 分）四个

等级。每个准则也相应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

等级。

（四）证据收集方法

证据的收集取决于证据来源和收集方法。因为评价的经费、



人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收集证据要聚焦于绩效评价框架中设

计的指标，并选择适当的收集方法。证据收集首先要尽量利用现

有可用的证据，然后根据需要收集原始的数据。

1.案卷研究

案卷研究是从现有的文档资料中寻找证据的过程。这些文档

资料包括项目文件、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政策和战略、各种相关的

研究和咨询报告等。案卷研究收集的证据要汇整成一个表格。案

卷研究要注意对同一指标在不同项目文件中的证据进行对比核

实，如果不同来源的证据存在差异，那么要分析差异的原因，并

且在座谈会、面访、实地调研中进行核查，最后决定选择使用哪

个来源的证据。

2.面谈

评价小组在开展面访之前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1）从项目

利益相关者中确定面访对象；（2）设计面访问题清单；（3）编写

面访日程。

面访对象是能够为绩效评价提供切实有用证据的人，一般包

括以下几类人员：（1）项目的管理人员，包括管理部门和项目单

位人员；（2）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行的人员；（3）项目的真正受益

人，如研究生等；（4）参与项目设计、实施等的行业专家。面访

日程应包括面访目的、面访问题清单、面访对象应准备的相关资

料、面访时间和地点安排等。评价小组要将面访日程安排提前发

给面访对象，以便他们了解面访的目的、问题内容，并准备相关



材料。这样，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开展面访、收集高质量的证据。

3.座谈会

座谈会是绩效评价中经常使用的证据收集方法。评价小组把

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召集起来，围绕座谈会问题清单进行讨

论，进而收集绩效评价所需的证据。召开座谈会之前，评价小组

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1）确定座谈会的次数和参会的利益相关

者；（2）设计座谈会问题清单，不同座谈会的问题清单可能会不

同；（3）设计座谈会的日程安排，包括召开的程序、时间和地点。

每一次座谈会都要做记录，并且在座谈会结束后立即进行整理。

座谈会记录整理要按照座谈会问题清单的顺序，并要说明每个问

题的答案是否在座谈会上达成一致意见。

4.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是评价小组到项目实施地进行考察、直接收集证据

的方法。开展实地调研要遵循以下步骤：（1）选择调研地点，（2）

开发调研问题清单，（3）编写调研日程安排，（4）开展实地调研，

（5）整理调研记录。调研问题要根据绩效评价框架来设计，主

要用于收集案卷研究、面访和座谈会无法收集的证据。开展实地

调研要先明确要考察项目的哪些产出和成效，是否要对当地利益

相关者进行面访等。实地调研要形成调研记录，并按调研问题顺

序整理。

并非所有的证据收集以后，都可以直接用于分析，而需要对

证据进行整理方可使用。证据整理对于以下 2 种情形尤为重要：



（1）证据的放大，即从个体收集的证据要上升到用于判断整体；

（2）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来源收集同一个指标的证据。

要针对指标进行证据整理。一般用来分析一个指标的证据可

以分为 3 类。第一类是用于衡量指标的证据，第二类是分析指标

实现或没实现预期值的原因，第三类是利益相关者的观点。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省财政厅下达评价通知书

2、成立评价工作小组，明确责任

3、搜集、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归档。

4、评价工作组撰写评价报告，建立项目评价工作档案。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国家及省财政按照相关文件精神，每年对学校研究生国家奖

助学金指标进行划拨，学校按照上级文件及学校文件规定，根据

各相关学院的人数把指标分解到学院，学院按照年级、班级或专

业情况最终确定每个年级、班级或专业的名额。2018 年研究生

国家奖助学金项目共计中央资金1024万元，省级资金1381万元，

合计 2405 万元。其中，国家奖学金中央资金 99 万；国家助学金

中央资金 925 万，省级资金 575 万，合计 1500 万元；学业奖学

金省级资金 806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项目合计 2094.92 万元。其中，

国家奖学金 99 万；国家助学金合计 1257.32 万元；学业奖学金

738.6 万元。按照相关规定直接打到学生本人银行卡上。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学校修订了《武汉工程大

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等文

件，严格依照财政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

汉工程大学专项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整个过程

做到制度完善、程序规范、阳光操作，保障评审的“公平、公正、

公开”，保证了资金的有效使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据统计，2018 年获国家奖学金的 49 名研究生中，理工科共

发表 SCI 收录高水平学术论文 47 篇（其中 JCR1 区 7 篇）、EI 检

索高水平学术论文 1 篇、获得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

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6 项、省级竞赛奖 5项；人文社科类和艺术

类共发表 CSSCI 收录高水平学术论文 5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

篇，获省级学科竞赛奖 3项。拟获特等学业奖学金的 8 名同学发

表 SCI 收录高水平学术论文 14 篇（其中 JCR1 区 5 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校没有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原因影响了学业，



国家助学金完善了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提高了研究生待遇水

平。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实现了激励在校研究生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多出科研成果，奖励普通高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

制研究生的目的。

对比年初预算（或调整预算）设定的绩效目标，分析目标完

成情况及绩效目标设定情况，为下一年设定绩效目标提供依据。

经绩效评价小组研究决定，助学项目综合得分 98 分，评价

等级“优”。学校的国家奖助学金严格按照各级文件要求开展工

作，为保证助学金评审公平公正公开、发放及时有效，学校设置

了校大学生资助中心和院资助工作办公室负责资助工作的开展，

并实行国家奖助学金由校财务处统一管理，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学

生个人银行卡，做到专项资金专项使用。学校制度建设完善，工

作机构健全，政策宣传落实到位；管理体系健全，责任清晰，流

程规范；发放及时、准确，研究生满意度较高。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对国家助学金项目的实施，资助对象严格明确为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入学时人事档案已转入学校的，纳入全国

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并明确学籍异动等特殊情况的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要求。

2、新生入学后，一旦确定符合国家助学金发放资格，及时

发放到位，同时做好学生解释工作。



3、根据学校相关要求，准确把握评审范围，名额按照各学

院研究生规模，结合研究生培养质量、特色创新等方面将指标分

配到各学院。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总分：97.42

项目名称 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

额
2405 2094.92 87.11% 17.4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享受助学金人数（人） 2275 2275

40

享受奖学金人数（人） 2231 2231

研究生高水平竞赛获奖（项） 25 33



质量指标
学生政策知晓率 100%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辍学率 0 0

时效指标 奖助学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评审过程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40



2018 年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国际学院自 2015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为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促

进留学生教育发展, 特设立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该项目按照上

级部门及学校财务处的要求，我院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及

使用，以达到奖优促学，促进我校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的目的。

2018 年，省财政厅拨款 4 万元资金用于我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发放。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18年11月，国际学院依据学院制定的留学生奖学金发放办法，

结合学生成绩及在校表现，统计学生综合得分排名，确定了 19 名留

学生奖学金等级和发放金额，并对奖学金发放情况予以公示。11 月

末将奖学金发放明细及相关材料提交财务处予以发放。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18 年国际学院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资金拨款为 4 万元，发

放留学生奖学金为 4 万元整，项目资金执行率为 100%。

在 2018 年留学生奖学金发放执行中，学院严格按照学校财务处

要求、该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根据奖学金评选条例，将评选标准、



办法、要求及获评学生名单、等级进行了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奖学金发放及时准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我院根据奖助学金的金额做了预先规划，拟对优秀学生

进行做最大范围的奖励。并就学院的奖学金评选条件对学生进行宣

传和讲解。2018 年 10 月，留学生管理办公室根据学生成绩及课外等

表现统计了学生的平均成绩，并对留学生学费的缴纳再次进行了催

缴，综合考虑最终评选了 19 名留学生可获得本次奖学金。在学院公

示无异议后，2018 年 11 月，根据财务处的要求，我院提交了留学生

奖学金发放材料。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设定及发放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留学生

完成学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激励在校留学生勤奋学习、勇

于创新、积极进取。对留学生的管理、课堂出勤率、文体活动参与

率及学费的收缴率都有积极的影响。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设定对吸引留学生生源及学院留学生规模

的扩大都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8 年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发放按照学校预算规定执行时间，对

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了奖励，奖学金发放平稳顺利，公开公正，学



生满意度较高，未收到投诉。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学院将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完善留学生工作制度，

明确工作职责，严格发放流程，准确把握发放对象和范围，坚持专

款专用，坚持公示制度。

进一步完善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及发放条例，并在开学初对在校

留学生进行宣讲宣传，坚持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标准，切实提高

项目经费使用效率，坚持奖学金的评比及发放在学院及学生场所公

示，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真正达到激励学习、奖优促学，营造良好

的学风氛围，为我院留学生教育发展夯实基础。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学院将继续按照上级部门及学校财务处的要求，认真做好外国

留学生奖学金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及使用，同时与校内自筹留学生

奖学金预算相结合，相互补充，合理分配。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进行公开。

2018 年外国留学生奖助学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总分：100

项目名称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国际学院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4 4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对被奖励人进行最大范围

的嘉奖
19 人 19 人 10

质量指标 完成相关评奖活动

品学兼优、

无 课 程 不

及 格 学 生

可 获 得 奖

学金

学院根据留

学生成绩及

课外表现评

定奖学金等

级并完成发

放

10

时效指标
根据学校部署时间及时发

放奖学金

2018 年 11

月份发放

2018年11月

下旬提交财

务处发放

10

成本指标 完成学费的催缴 100%-80% 100%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全部或基本达到预期指标

奖学金的

设定吸引

更多的生

源，促进学

校留学生

规模的扩

大

奖学金的设

定及发放对

学校留学生

的规模扩大

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形成激励活动效益品牌，

激励全体参评热

对品学兼

优学生最

大范围奖

励，形成奖

优促学的

好学风

奖学金的发

放对学生课

堂出勤率、文

体活动参与

率及学费收

缴率都有积

极影响

20



2018 年“本科生资助工作”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了加强和改进学生资助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以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以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教育权为核心，

坚持从严治理政策、从严执行执策、从严规范管理，坚持问题导向、

责任导向、实效导向，全面推动学生资助工作规范发展，以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体现党和政府、学

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完善学校学生资助体系，充分发挥

资助体系的育人功能，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教育部和湖北

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了《武汉工程大学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武汉工程大学国

家奖学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办法》、《武

汉工程大学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工大精英学子”

奖学金评选奖励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综合奖学金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我校形成了奖、贷、助、补、减和绿

色通道六位一体的完善资助体系。学校各项资助制度完善，工作机

构健全，政策宣传落实到位；管理体系健全，责任清晰，流程规范；



发放及时、准确，学生受助效果明显满意度高。

2002 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印发了国家助学奖学金的制度。2007

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

[2007]13 号），财政部、教育制定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

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

金管理暂行办法》，新的资助政策体系里加大了国家奖助学金的资助

力度和覆盖面。

项目实施情况

按照国家及湖北省相关文件精神，学校制订了《武汉工程大学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办法》、《武汉工程大学国家助学

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综合奖学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

学精英奖学金管理办法》、《武汉工程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

法》等文件，严格按照国家及湖北省关于项目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

做到专款专用，通过学校财务系统打入学生本人银行卡。

学校成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

加强对学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领导；各学院成立由院领导牵头，

辅导员及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院学生奖

助学金的评审、推荐、公示工作；学生处负责各项奖助学金评审的



具体组织工作，财务处和学生处负责资金的发放工作。

2018 年，学校根据上级下达指标，按全日制在校生比例将国家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到各学院，由学院

进行评审并在全院进行公示。学院将名单报送学生处汇总后由学生

处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财务处和学生处一起组

织实施发放工作。

在项目评审过程中，我校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认真组织实施评审工作。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各学院召开全院班主任会，布置工作，班主任会后召

开班会，向学生详细讲解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的目的意义、

申请条件及申请程序。使全体学生充分感知党和国家的温暖，全面

了解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发放的政策。

2、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班级评议小组提交书面申请，

并陈述家庭经济情况（包括父母工作、生活情况，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等），同时提交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等材料。

3、各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小组对申请学生是否家庭经困

难学生进行认定。在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基础上，根据学院下发的

评审指标，各班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和班级评议小组进行充分评议，

进行民主推荐，提出初步评审意见。

4、各班班主任班级评议小组初步评审意见（人员名单）在班



内公示无异议后报年级评审工作组。

5、院工作小组组织专人对各年级上报的评审结果，从学生在

校期间思想品德、行为表现、学习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进行深入

的调查了解和严格审核后，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在整个评审期

间，学院设立了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对学生举报和反映的问题逐一

进行了核查、落实。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

过，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6、坚持班级、学院、学校三级公示制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根据学院提供获奖助学生名单后进行汇总，并向全校师生进行公

示，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鼓励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在推荐评

选中没有按规定程序进行以及推荐对象不符合标准等情况及时向大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反映。

7、项目资金专款专用，2018 年所有资助资金通过学校财务系

统直接打入学生本人银行卡。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国家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每人奖励 8000 元。2018 年学校共发

放国家奖学金总金额为 37.6 万元，人数为 47 人。国家奖学金资金

全部上级财政拨付。

国奖励志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每人奖励 5000 元。2018 年学校

共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总金额为 379 万元，人数为 758 人。国家励



志奖学金资金全部由上级财政拨付。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人每年平均 3000 元，即：一等国家助学

金，每人每年 4000 元；二等国家助学金，每人每年 3000 元；三等

国家助学金，每人每年 2000 元。国家助学金 2018 年分为春季和秋

季两次发放，档次分为：一等国家助学金，每人每次发放 2000 元；

二等国家助学金，每人每次发放 1500 元；三等国家助学金，每人每

次发放 1000 元。2018 年学校共发放国家助学金总金额为 1545 万，

人数 2018 年 4 月 5200 人、2018 年 12 月 5100 人。国家助学金资金

全部由上级财政拨付。

（二）项目绩效目标

学校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健全完善本科生奖助政策体系；

加强与上级部门和校董事会企业的沟通争取资助资金；加大对资助

经费的投入和监督力度等相关措施提高我校资助工作的水平和效

率。

长期目标：保证每一名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安心在校学

习生活，顺利完成学业。

年目标：完成各项资助项目的申报、评审、公示、发放工作。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是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为不断推进我校绩



效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增强我校的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预算执行结束后，及时对预算资金的产出和

结果进行绩效评价，能够及时发现预算执行、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有利于改进绩效管理、优化资源配置。资助项目是我校资

金数额大，涉及人数多的项目，实施情况影响较大，所以做好资助

项目的预算评价意义重大。

（二）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资助项目绩效评价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项目实施单位自评

小组与工作小组抽查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比较法、公众评议等

方法进行评价。

我校财政项目绩效自评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确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原则；

3.收集、整理绩效评价相关资料；

4.整合资料，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5.综合分析评价。

（三）绩效评价框架

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

可行的要求，采用科学评价的方法。

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目标导向原则。绩效评价以项目目标为导向，重点评价项目目

标的相关性、目标实现程度、相对于目标实现程度的效率、以及项

目成效的可持续性。

参与性原则。项目相关者要尽可能地以适当方式参与到考评过

程中来。

（四）证据收集方法

各项证据要聚焦于绩效评价框架中设计的指标，并选择适当的

收集方法。证据收集要先利用要已经收集好的的证据，然后根据需

要收集其它方面的数据。

本项目评价证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1.项目实施基础数据；

2.项目实施事实信息

3.项目实施效果情况。

采用的证据收集方法:

1.问卷调查：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信息。

2.单独访问及座谈会：通过直观面谈的方式收集信息。

3.成绩数据：通过收集学生成绩数据进行分析。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

明确评价对象和范围及评价目的，成立绩效评价小组；了解项

目基本情况，设计资料清单、访谈提纲、调查表等调查文本，拟定

评价方案。

2.收集评价资料

根据资料清单、调查表等调查文本完成资料申报，并根据评价

需要，收集相关资料。

3.评价分析及形成报告

完成非现场考评工作、撰写评价报告及提交。具体工作包括：（1）

基础数据与资料审核；（2）修订初始评价方案；（3）从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项目绩效这三个维度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

成评价结论、发现问题及形成相关建议；（4）撰写评价报告初稿；（5）

根据反馈意见对评价进行修改；（6）正式提交评价报告并归档等。

（六）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资助项目每年资助人数在 12000 人次，所调查分析只能取部分

学生进行采样分析，不能完全覆盖所有学生。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1.投入：2018 年国家奖学金总计 37.6 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总

计 379 万元，国家助学金就总计 1545 万元，全部由上级财政拨付到

学校。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过程：为保证资助工作评审公平公正公开、发放及时准确，学

校成立由校长负责的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和院长负责的院资助工作

民主评议小组对资助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设置校大学生资助中心

和院资助工作办公室负责资助项目的开展，并实行资助项目资金由

校财务处统一管理，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学生本人银行卡，做到专项

资金专项使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学校共发放国家奖学金总金额为 37.6 万元，人数为 47

人。2018 年学校共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总金额为 379 万元，人数为

758 人。2018 年学校共发放国家助学金总金额为 1545 万，人数为

10300 人次。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各项资助数据结果分析，我校资助项目实施效果良好，受

助学生的整体情况稳步提高。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学校今年将开展辅导员素质提升工程，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和

实践提高辅导员和班主任的知识，增强他们尽职履责的能力。

2.学校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助学帮困”助学计划，为了进一步

落实《武汉工程大学学生“共同关注 精准帮扶”计划》，对学业困

难学生进行精准帮扶，经研究，学生设立“学霸课堂”。学霸课堂采

取线上线下模式，每周六、周日四个半天进行开班辅导。今年获得

过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的学生们积极主动报名参

加加入到学霸课堂中来，对单科成绩较薄弱的学生进行了专项辅导。

他们受到国家、学校的资助，心怀感恩，主动回馈学校，回馈到学

霸课堂中来，这样的热情在全校学生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营造了

良好的学习氛围

3.学校今年将“合理有效使用资助资金之我见”纳入学生主题

班会内容，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开展宣传和引导学生合理使用资助资

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专门成立的学生组织武汉工程大学学生资助

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了的诚信、感恩、励志等教育活动，内容充

实，富有实效。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总

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报

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果。在

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国家奖助学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 总分：98

项目名称 国家奖助学金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学生处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1961.6 1961.6 100 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奖助学生人数 5905 5905 10

数量指标 奖助总金额 1961.6 1961.6 10

质量指标 评审结果 公正公开 公正公开 10

时效指标 发放时间 按时 按时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对学生产生激励帮扶作用

奖学金对

学生产生

激励，助学

公平公正公

开完成奖助

学金工作，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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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校内奖学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校内奖助学金项目包含 16 个学院及学生处、教务处。为贯

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及时出台《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

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 号），《意见》中提出“加大

奖助经费投入力度。以政府投入为主，按规定统筹高等学校自筹

经费、科研经费、助学贷款、社会捐助等资金，建立健全多元奖

助政策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我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筹经费扩充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的奖助力度，并设立学校单项奖学金、三助一辅津贴、

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研究生等奖项，确保研

究生的基本生活保障，激励研究生更好的完成学业。

严格依照财政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

汉工程大学专项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所有奖助

资金均发放到学生本人银行卡上。在校内奖学金的组织实施过程

中，我校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实施评审

工作。

1.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学校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



组。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为组长，成员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代表组成。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

导小组的职责是负责学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

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与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的评审工作；

监督各类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发放工作；裁决研究生对评审结果的

申诉。

各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本单位主要

领导任主任委员，分管研究生培养的副院长、副书记任副主任委

员，委员包括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管理人员以及研究生代表。

其职责是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审、名

单公示等工作。

2.规范程序，严格把关

奖学金、评优评先评选程序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采取个

人申请(导师推荐)—学院初评并公示—学校评审并公示三个步

骤进行。

学校设立校院两级举报信箱、举报电话，接受全校师生的监

督。学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对研究生各类奖助学金实

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定额发放，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检

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遵循教育规律，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

培养成本、高等学校等学生培养机构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学生教育



投入机制，全面激发学生教育的活力，促进学生教育持续健康发

展。

坚持系统设计，完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

力化解深层次矛盾，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学生教育投入机制。坚

持教育规律，促进质量提升。立足教育的特点，遵循学生成长成

才规律，深化学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坚持以人

为本，提高待遇水平。完善学生奖助政策体系，改善学生学习、

科研和生活条件，提高学生待遇。坚持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

充分调动各类学生培养机构的积极性，加强中央和地方政策衔

接，确保顺利实施。健全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准

确将学生奖助学金发放到学生银行卡上，妥善保管资助资料。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校内奖助学金项目资金数额大、涉及人数多、内容广，实施

情况直接关系到全校资助工作的整体效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财政管理

有关规章制度，对项目的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以及综合

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1.绩效评价原则

客观、公正原则。应当依据绩效评价准则、关键评价问题等

开展评价活动，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

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的设计应当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评价的实施应该遵循规范的程序和方法。

可靠性原则。绩效评价应该既要报告项目成功的方面，也要

报告项目失败的方面。

目标导向原则。绩效评价以项目目标为导向，重点评价项目

目标的相关性、目标实现程度、相对于目标实现程度的效率、以

及项目成效的可持续性。

参与性原则。项目各利益相关者，包括项目管理方、项目实

施单位、项目受益群体、有关专家等，要尽可能地以适当方式参

与到考评过程中来。

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省财政厅下达评价通知书

2、成立评价工作小组，明确责任

3、搜集、整理相关数据和资料，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归档。

4、评价工作组撰写评价报告，建立项目评价工作档案。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学校按照上级文件及学校文件规定，根据各相关学院的人数

把指标分解到学院，学院按照班级情况最终确定每个班级的名

额。2018 年校内奖助学金项目全部为自筹资金。资金使用情况

如下：

收入 支出



化工与制药学院 279,300.00 279,300.00

机电工程学院 182,800.00 182,500.00

电气信息学院 155,000.00 155,000.0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95,500.00 195,500.00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18,000.00 118,000.00

学生工作处 200,000.00 200,000.00

管理学院 158,100.00 157,900.00

法商学院 113,500.00 113,500.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79,300.00 179,000.00

光能、数理学院 336,000.00 206,500.00

外语学院 93,600.00 93,500.00

艺术学院 161,800.00 161,800.0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26,100.00 126,100.00

环境生态与生物工程学院 43,000.00 43,000.00

兴发矿业学院 44,000.00 44,000.00

教务处 150,000.00 150,000.00

学生处 450,000.00 586,671.50

研究生院 12,177,800.00 10,713,870.00

合计 15,163,800.00 13,706,141.5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全部使用完毕，执行率 90.3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依照财政厅关于项目经费开支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武

汉工程大学专项经费开支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整个过程

做到制度完善、程序规范、阳光操作，保障评审的“公平、公正、

公开”，保证了资金的有效使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校内奖助学金项目实际发放资金 1370.61 万元，其

中 15 个学院共发放 225.56 万元，教务处发放 15 万元，学生处

发放 58.67 万元，研究生处发放 1071.39 万元。各学院发放人数

在网上公开。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校没有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经济原因影响了学业，

助学金、“三助”津贴保障了学生基本生活条件。学业奖学金、

单项奖学金、个人评优评先实现了激励在校生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多出科研成果，实现了奖励普通高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

制学生的目的。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对“三助”岗位的管理，细化参与“三助”岗位的选拔

工作。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校内奖助学金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6日 总分：98.08

项目名称 校内奖助学金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1516.38 1370.61 90.39% 18.0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研究生享受助学金人数

（人）
2275 2275

40

研究生享受奖学金人数

（人）
2231 2231

研究生高水平竞赛获奖

（项）
25 33

精英学子奖学金（人） 100 100

质量指标
学生政策知晓率 100% 10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辍学率 0 0

时效指标 奖助学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评审过程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政策公开

评审公开

结果公示

40



2018 年高校代理记账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自评报

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提高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效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武汉工程大学于 2016 年底率先启动横向

代理记账业务，2018 年湖北省财政厅为补助相关支出，拨付代

理记账补助经费项目，旨在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2018 年湖北省财政厅拨付武汉工程大学高校代理记账补助

经费共 4.01 万元，项目资金已执行 4万元，其中咨询费 3.3 万

元，劳务费 0.7 万元，执行率 99%。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自评价大致分为：准备工作、材料的审核分析、现场调

研核实、综合分析评价四个阶段。各阶段的工作简述如下：

1.准备工作

（1）成立评价工作小组。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由

学校计划财务处牵头组织，科发院全程参与，学校国有资产与设

备管理处、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积极配合，联合成立绩效评价工

作小组，明确专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

（2）熟悉项目内容。对项目的立项背景、相关政策、具体



内容以及相关部门规定、要求进行系统的了解和学习。

（3）制订评价工作方案和评价工作计划。

（4）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选择及各项评价标准得分等。

2.材料的审核整理：主要对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资料文档进

行整理分析，作为绩效评价报告的素材。

3.现场核实与调查

通过查阅计划财务处相关帐目，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等

手段，审核其真实性，对重要评估证据和有疑问的数据资料要求

其在限定时间内再提供佐证材料，保证绩效评价工作高效率进

行。

4.综合分析评价

（1）根据上述工作取得的可信资料和相关照片，进行综合

分析评价。

（2）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 年高校代理记账补助经费来源于湖北省财政厅，拨付

4.01 万元。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咨询费，主要用于聘请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受理我校横

向代理记账报账业务；

（2）劳务费，用于支付与该项目相关的劳务费；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湖北省财政厅拨付武汉工程大学高校代理记账补助

经费共 4.01 万元，项目资金已执行 4万元，其中咨询费 3.3 万

元，劳务费 0.7 万元，执行率 99%。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建立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对各单位实施情况

进行年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到具体负责人的综合评价和绩效考

核。加强执行情况的过程监控，在实施的中期阶段，对实施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对可能发生偏差的项目要查明原因，采取相应的

补救措施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高校代理记账补助费用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总分：99.8

项目名称 高校代理记账补助费用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得分（20 分*执行率）



（万元）

（20 分）

(B/A)

年财政资金总额 4.01 万 4 万 99% 19.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横向科研项目 10 10 20

数量指标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100 100 2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方便科研经费管理

在省属高

校率先试

行横向项

目代理记

账服务，简

化科研收

支程序，支

持科研发

展

完成 40



2018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项目绩

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该项目包括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与学科建设两方面。教学平台

建设内容包括环境与化工清洁生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平台、

电工电子实训教学平台、生命科学类专业实验双创平台、机械类

专业综合性教学实验平台。由于设备招标采购工作延期，目前仅

化工清洁生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平台设备采购计划和实验

室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其余平台的设备采购计划仍处于进行当

中，预计 2019 年内完成。根据湖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武汉工程大学“十二五”事业规划和本学科专业发展总体

目标，拟进一步加强加快建设国家级环境与化工清洁生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力争使纳入本规划的所有实验室更全面地达到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水平的标准。这将极大地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及提高基础实验室管理

水平。

学科建设方面，强化优势特色，提升学科竞争实力。制定并

实施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推动化工矿业学科争创国内一流。

建立学科分层提升机制，推进学科结构调整与优化。深入分析第

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全面总结新增学位点评审工作，精准施策，



以评促建，制定学科与学位点统筹建设的实施方案，积极谋划、

培育下一轮学科评估和学位点申报。制定学科带头人的遴选标

准，推动学科建设重心下移到学院，建立主建学院负管理责任、

学科带头人承担主要建设责任的两级责任体系。创新学术带头

人、重点平台、学位点、科研项目一体化建设模式，以重大学术

问题和应用课题为纽带，搭建多学科交叉平台和跨学院研究平

台，促进多学科联合、跨学科融合，形成学科联动、协同发展的

良好态势。建立常态化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价机

制，以学科建设绩效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做好一级学科硕士点及

工程硕士化学工程领域的合格评估工作。遴选 4-6 个博士点培育

学科，并启动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点培育工作。推进 ESI 学科排

名提升计划，力争 1-2 个学科进入世界排名前 1%。

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分配

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情况，延续性项目说明

周期情况）。

该项目财政拨款共 2650 万元，实际使用 73 万元。

其中教学平台建设 12 间学生实验室内中央实验台、边台及

药品试剂柜进行整体更换，费用约为 126 万元；1509 有机化学

药品仓库进行标准化药品库房改造，增加通风及降温设备，费用

约为 26 万元；6 间学生实验室增加桌上型实验台通风系统，费

用约为 248 万元。合计约为 400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认真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资金项

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具体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专

班积极进行前期准备，完成了项目绩效评价计划书的制定、评价

指标设计与修改、资料清单与调查问卷设计等多项工作；在调查

取证过程中，通过访谈、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多种方

法搜集数据与资料；在对搜集到的数据与资料进行审核后，形成

项目基础数据表，通过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三个维

度对项目执行情况及绩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征询省财政厅及

有关专家意见后，形成本评价结果。本项目综合评价技术方法采

用标杆法，绩效评价业务的执行依据省财政厅下达的绩效评价通

知书、绩效评价工作方案、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绩效评价工作组在执行评价业务过程中恪守客观、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该项目财政拨款共 2650 万元，实际使用 73 万元。

其中实验教学平台 400 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实验教学平台由于设备招标采购工作延期，目前仅化工清洁

生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平台设备采购计划和实验室改造工

作基本完成，其余平台的设备采购计划仍处于进行当中，预计



2019 年内完成。项目预算金额为 382.66985 万元，实际招标金

额为 380 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财务管理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管理体制，杜绝专项资

金被套取挪用。报销支付项目资金时，财务人员按照财务管理有

关规定严格审核把关。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实验教学平台：

2018 年，中心围绕学校“创新型 复合型 工程化 国际化”

两型两化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深化以“环化结合”为特色实验

教学改革，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在继续实施省教育厅“基于环化

结合的复合创新型理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绿色化

学理念的有机化学综合设计实验的探索研究”、“构建适应产业发

展的“阶梯式”技能训练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等教学研究项目的

基础上，“基于 SPOC 的分析化学课程改革研究”获得教育部高教

司立项，“大思政视野下省属高校班主任队伍质量提升研究”获

得省级教研思政项目立项，“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环化结合型新工

科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新工科背景下以“化环结合”

为特色的研究性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探索”等 4 项课题获得校级

（重点）教学研究项目立项；中心教师陈伟等在《实验技术与管

理》、《实验研究与探索》、《化学教育》等核心杂志共发表相关教



研论文 6 篇；王营茹主编的教材《选矿环境保护》由化学工业出

版社出版（ISBN978-7-122-31112-2）；张莉教授主持完成的《基

于环化结合的复合型人才阶梯式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得湖

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授奖；袁华、尹传奇主编的普通高校十二五

规划教材《有机化学实验（双语版）》获得校级优秀教材一等奖。

学科建设：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 B+，

名列湖北省属高校理工类学科第一且唯一。

稳步推进 ESI 建设规划，化学、材料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

球排名前 1%，入选学科数位列湖北省属高校并列第一；2018 年

ESI 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共计 62 篇，位列湖北省属高校第一。

“双聘双属”引进武汉工程大学杰出校友，中国工程院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复旦大学陈芬儿教授；全职引进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姚

槐应教授；全职引进国家“千人计划”获得者常州大学姜兴茂教

授；全职引进海军工程大学百千万国家级人才陈林根教授；

Universityof Witwatersrand 化工与冶金工程学院 Lizelle van

Dyk 教授成功入选“国际杰青计划”。

加大开放办学，实施产教融合办学方针，湖北兴发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成立武汉工程大学兴发矿业学院。

学院办学定位是立足湖北，面向世界，围绕磷矿资源开发利用，

培养行业优秀专业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化工与矿业工程学科池汝安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申报的“浸

矿场地残留浸矿剂高效淋洗材料、技术与装备”获国家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立项资助，总经费为 4600 万元，国拨经费 2273 万元。

化工与矿业工程学科池汝安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学校为第

一单位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滇南地区风化壳淋积

型稀土矿原地浸出回收稀土机理研究》正式获批立项，获批直接

经费 218 万元。

获批 1 个省重点实验室和 5 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为

“光学信息与模式识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省新能源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绿色化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北省光电与新能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高端精

细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天然资源化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此次新立项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12 个，省属高校仅 3

个；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立项 157 个，我校获批 5 个，立

项建设数量连续两批居湖北高校第一。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实验教学中心的授课对象涵盖我校化工与制药学院、化学与

环境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兴发矿业学院、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邮电信息与工程学院、国际学院、外语学院 E+ 专

业等学校骨干学院或专业的学生，年教学工作量达到 34 万人时

数。2018 年获得 2018“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金银

铜奖；第二届全国“互联网+化学反应工程”课模设计大赛二等



奖；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第

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15 级本科

应用化学理科基地班学生张士博、高明源各以第一作者分别在国

际高水平期刊 JOC、EJOC 上发表创新研究论文；孙悦、郇乐等本

科生在湖北省第十一届大学生化学化工学术创新报告会上获得2

项一等奖，4 项二等奖。

学科建设方面遴选了第一届学科带头人，共计组成 19 个学

科带头人团队。“双聘双属”引进武汉工程大学杰出校友，中国

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复旦大学陈芬儿教授；

全职引进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姚槐应教授；全职引进海军工程大学百千万国家级人

才陈林根教授。化学、材料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入选学科数位列湖北省属高校并列第一。2018 年 ESI 高被引论

文、热点论文共计 62 篇，位列湖北省属高校第一。遴选矿业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化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动力工程与工程

热物理等 5 个博士点培育学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实验教学平台将对 1-3 楼所有学生实验室内中央实验台及

边台、试剂柜进行整体更新更换，力争使纳入本规划的所有实验

室更全面地达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水平的标准。

推动学科建设重心下移到学院，建立主建学院负管理责任、



学科带头人承担主要建设责任的两级责任体系。创新学术带头

人、重点平台、学位点、科研项目一体化建设模式，以重大学术

问题和应用课题为纽带，搭建多学科交叉平台和跨学院研究平

台，促进多学科联合、跨学科融合，形成学科联动、协同发展的

良好态势。建立常态化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价机

制，以学科建设绩效优化学科资源配置。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使用该专项经费，完成年初

制定的绩效目标，我校将在今后的预算分配比例制定时充分考虑

实际支出的需要和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及时作出调整，予以灵

活执行，将项目经费用到实处，更好地产出效益。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上公开。

2018 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总分：80.55

项目名称 2018 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

主管部门 湖北省教育厅
项目实施单

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

况（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

率）

年财政资金总

额
2650 73 2.75% 0.5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实

验教学平台建

设）

实验人时数 30 万 34 万 1

省部级教研项目立项数 3 2 1

校级教研项目立项数 2 4 1

教研论文数 2 6 1

主编教材数 1 1 1

教研项目获奖数 1 1 1

教材获奖 1 1 1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决赛
1 3 1

全国“互联网+化学反应工

程”课模设计大赛
1 1 1

学科竞赛获奖 2 2 1

本科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1 2 1

数量指标（支

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

生均拨款水平（元/生） 1200 完成 1

支持的学科数量（个） 3 完成 1

支持的教学实验室数量

（个）
10 完成 1

支持的科研基地和实训中

心的数量（个）
1 完成 1

支持的创新团队数量（个） 2 完成 1

新开课内实验专业实验门

数
1 完成 1

已有课程新增实验项目数 3 完成 1

新增教学改革项目 1 完成 1

学生省级以上奖项 10 完成 1

发表 SCI 论文 100 完成 1

申请专利 80 完成 1

申报成功国家、省部级科研

项目
15 完成 1

学生省优以上论文数 5 完成 1

质量指标（支

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

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 建立 完成 1

地方高校基本办学条件 良好 完成 1

教育部学科评估排 C+及以

上的地方高校学科数（个）
1 完成 1

地方高校获得国家科学技 0 完成 1



术奖数（项）

国家精品课程（个/项） 0 完成 1

地方高校办学质量 1 完成 1

本科生工程实践课程覆盖

率
100% 完成 2

获得学科竞赛国家奖人数 1 完成 2

高质量毕业生比例 20% 完成 2

高质量就业率 25% 完成 2

ESI 进入世界排名前 1%学

科个数
1 完成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使至少 3000 名学生受益，

学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0%以

上，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

展，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完成 完成 20

社会效益

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加强

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高素

质的人才及提高基础实验

室管理水平

完成 完成 20



2018 年知识产权助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1、项目立项目的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 号）提出：“推动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构。” 2016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

方案的通知》；“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知识产权强省

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促进高等院校专利产出和转让转化，2016

年 3 月 30 日，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湖北省科技厅、湖北省教育

厅出台了《关于加强湖北省高等院校专利工作的若干意见》（鄂

知办[2016]21 号）。为加快推进武汉工程大学知识产权工作，提

升学校知识产权成果创造价值，加快知识产权成果市场化与产业

化，建立高效运行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模式。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下称“双一流”），是继

“985 工程”“211 工程”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又一项国家重

点建设工程。2015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中国要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

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2016 年 12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出台



了《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明

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湖北省将以服务高校改革发展和经济

社会两个需求为导向，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学科群，为创建一流地

方高水平大学提供支撑，推动部分高校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全面提高服务人才培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促进研究生教

育综合改革，促进湖北高校综合实力提升。每年计划投入 10-20

亿元，不分省属部属高校，全面开展学科群建设。

在省知识产权局的统一安排与部署下，本项目以专利数量和

质量提升为目标，建立“五个一”工作机制，完善组织机构和激

励机制，实施知识产权助推“双一流”战略，搭建专利运营转化

平台，开展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研究，开展特色学科专业领域“双

一流”知识产权评议，全面开展学科群建设，充分发挥高等院校

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促进高等院校专利产出和转

让转化。

2、年绩效目标

2.1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双提升，发明专利申请量 20%

及以上的增长。

2.2 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充实湖北省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

中心人员编制和实习研究生，完善专利管理岗位设置。

2.3 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完成特色学科建设“双一流”知识

产权评议报告 1 份，持续推进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工作。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http://bbs.netbig.com/forum-101-1.html


来至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的纵向-省拨-知识产权转化引导及

发展的专项资金 10 万元已全部到位，该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

下用途：

1、开展项目相关培训、会议工作场租、专家劳务费等会议

费支出；

2、双一流专利信息咨询评议、专利平台建设、专利信息利

用报告分析等项目委托；

3、专家咨询劳务费和项目组成员劳务费等咨询委托费支出；

4、项目报告、书籍出版、印刷、打印、复印等印刷费及相

关成员劳务费支出。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发明专利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2018 年项目立项以来，学校不断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完善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加强省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

建设。学校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经费，提升发明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资助发明专利申请，提高专利申请质量。通过完善学校

专利运营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了学校专利转化量持续增

长。据统计， 2018 年全国学校专利授权的排名情况，武汉工程

大学排名为 116，与去年相比，综合排名提升 7 名。

表 1 2018 学校专利授权量排名

排

名
学校名称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1 浙江大学 2026 607 7 2640

2 清华大学 1701 418 17 2136

3 东南大学 1631 133 1 1765

4
哈尔滨工业大

学
1464 78 4 1546

5 华南理工大学 1400 1153 30 2583

6 电子科技大学 1292 89 2 1383

7 上海交通大学 1227 153 7 1387

8 吉林大学 1181 1248
8

2437

9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1169 69 0 1238

10 华中科技大学 1159 313 7 1479

11

6
武汉工程大学 196 74 2 272

如下表 2 所示是 2018 年全国学校工科专利授权量的排名情

况，从上表可以看出，武汉工程大学的工科实力较强，进入全国

前六十，与去年相比，综合排名提升 7 名。

表 2 2018 年全国学校工科专利授权量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1
哈尔滨工业

大学
1464 78 4 1546

2
电子科技大

学
1292 89 2 1383

3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1169 69 0 1238



4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1066 57 0 1123

5 天津大学 1036 482 42 1560

6
浙江工业大

学
938 570 420 1928

7
大连理工大

学
864 313 7 1184

8
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829 356 3 1197

9
北京工业大

学
822 182 16 1020

10
武汉理工大

学
813 361 21 1195

59
武汉工程大

学
196 74 2 272

如下表 3 是近 2018 年湖北省学校专利授权量排名，从表中

可以看出，武汉工程大学在湖北省的排名中排列第九，说明在湖

北省武汉工程大学的研发实力较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为重

视。

表 3 2018 年湖北省学校专利授权量排名

排

名
学校名称 发明

实用新

型

外观设

计
合计

1
华中科技大

学
1159 313 7 1479

2
武汉理工大

学
813 361 21 1195



3 武汉大学 644 460 22 1126

4 三峡大学 294 1397 1 1692

5
武汉科技大

学
265 331 44 640

7
湖北工业大

学
248 248 64 560

6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225 330 109 664

8
华中农业大

学
202 130 8 340

9
武汉工程大

学
196 74 2 272

10 长江大学 149 425 7 581

下表 4 是 2018 年专利质量统计情况，从下表可以看出，2018

年的授权率为 75.5%，说明专利申请文件质量较高，专利的质量

在逐渐提升。

表 4 2018 年专利质量的统计

2018 年专利质量的统计(学校)

学院 分类

统计

类型 发明

实用

新型

外观

设计

合计

权利

要求数

最大 34.0 10.0

最小 1.0 1.0

平均 7.58 6.91

答复

意见书数

最大 4.0 0.0 0.0

最小 0.0 0.0 0.0

平均 1.58 0.0 0.0



授权率
75.5

0

100.

00

100.

00

驳回率
23.5

0
0.00 0.00

撤回率 1.00 0.00 0.00

其它 0.00 0.00 0.00

（二）“双一流”建设专利信息数据平台建成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中心指导下，建立完善的武汉工

程大学专利信息利用分析数据库平台（高校专利平台），对学校

的专利信息状态进行动态监测。利用平台最新数据，对近十年，

特别是 2018 年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专利转让与许可，专利

质押情况，专利申请人，专利发明人，专利排名统计，专利法律

状态，高价值专利清单，专利费用与期限分析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出台了《2018年武汉工程大学专利数据统计与分析监测报告》。



武汉工程大学委托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开发了高校专利管理

云服务平台，该平台包括系统管理、提案管理、专利管理、数据

查询统计、代理人管理、发明人管理、相关数据下载、缴费信息

提醒等功，大大提高了学校对所拥有的专利创造和运用信息管理

的能力。

（三）“一流”学科建设知识产权评议

联合武汉超凡志成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武汉

工程大学“采矿工程”学科“双一流”建设知识产权评议，基于

武汉工程大学“采矿工程”学科建设的现状，采矿工程领域，从

专利发展趋势、技术构成、技术成熟度、技术聚集度、技术创新

度、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对标高校主要核心专利法律状态等角度

进行全面的专利分析，剖析在“采矿工程”学科内一流高校的研

发热点，以专利的视角探寻武汉工程大学在“采矿工程”学科的

发展方向，提出“采矿工程”学科“一流”学科专利布局方向、



对接研发团队、专利申请节点以及专利运营和成果转化等具体建

议。

基于武汉工程大学“采矿工程”学科建设的现状，本报告从

专利发展趋势、技术构成、技术成熟度、技术聚集度、技术创新

度、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对标高校主要核心专利法律状态等角度

进行全面的专利分析，剖析了在“采矿工程”领域内对标高校在

一流学科建设方面的研发热点，以专利的视角探寻了武汉工程大

学在采矿工程技术上的具体发展方向。

表高校专利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专利实力

数量质量 B1

申请量 c1

授权率 c2

平均权利要求数 c3

平均文献页数 c4

平均特征度 c5

价值 B2

平均被引证数量 c6

对外申请率 c7

存活率 c8

许可率 c9

转让率 c10

（四）“双一流”建设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与研究工作

2018 年 5 月 20 日至 7 月 8 日，学院联合武汉超凡志成知识

产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资深专利代理人、武汉工程大学的专利

信息领军人才和师资人才开展了武汉工程大学专利信息利用实

务培训班，培训班分八次进行，每周一次，内容涉及专利制度概



述、专利文献检索、专利挖掘与布局、专利申请实务、专利审查

实务等专利信息利用知识，培训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参与

培训的同学总共达 70 余人。

专利信息利用课程安排

日期
课题

5月 20 日
世界专利制度

专利基础

5月 27 日
专利文献综述

专利检索基础

6月 3日 检索策略与技巧

6月 10 日
技术创新

检索实务

6月 17 日
侵权分析

规避设计

6月 25 日 专利挖掘与布局

7月 1日 专利申请实务

7月 8日 专利审查实务

2018 年召开双一流学科建设知识产权评议研讨会、中美知

识产权实务研讨会、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专题研讨会等 5 场学

术研讨会。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湖北

省知识产权局项目、湖北省商务厅项目等均已经结题，获得相关



项目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承担湖北省经济信息委员会项目《湖

北省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调研与支持政策》研究项目，

草拟两项政策建议，写入了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内容。还发表相

关论文 5 篇。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来至湖北省知识产权局的纵向-省拨-知识产权转化引导及

发展的专项资金 10 万元已全部到位。本项目按照规定的财务制

度开支，严格遵循国家和学校关于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规定执

行，基本按照预算科目的额度合理开支相关费用。由于该项目于

2018 年年末下达，故资金执行率较低。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1 发明专利质量数量双提升

据统计， 2018 年专利申请量为 382 件，其中发明专利 332

件，实用新型 48 件，外观设计 2件。全国学校专利授权的排名

情况，武汉工程大学排名为 116，与去年相比，综合排名提升 7

名。

1.2 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

我校于 2019 年 2月正式发文成立武汉工程大学知识产权运

营中心，全面负责学校知识产权工作，实行专业化的服务和管理。

中心确定后，制定了中心的运行方案，明确了目标责任人、场所



及经费的出处，同时，中心与第三方专业代理服务机构（中部知

识）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协助我校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技术秘密审查、专利申请及保护、产

权归属、档案管理、人员流动、奖励、人员培训等。2018 年，

机构增加了 3 名专兼职知识管理人员。

1.3 知识产权统计和评议报告

完成学校 2018 年专利数据统计监测报告 1份，全面反映学

校的专利信息基本状况。完成武汉工程大学“采矿工程”学科“双

一流”建设知识产权评议 1 份。

1.4 学校专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

在去年建成的学校数据库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学校专

利信息数据平台，平台初具规模，目前此数据库可对学校的专利

信息状态进行动态监测，为我校师生课题立项和科学研究提供全

面的信息。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1研究生培养。此项目让更多的研究生深入参与到项目中，

显著提高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2.2 提高了知识产权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面向法商学院法

学专业学生开设了《知识产权法专题》课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

设了《专利那些事儿》选修课，共 70 人选课参与。

2.3 学术交流会。组织知识产权专场学术交流会 5 场。

2.4 论文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5 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继续大力开展知识产权培训工作

积极整合校、政、企知识产权领域教育资源，面对学校师生，

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递进的专题培训，普及专利知识，培养

知识产权意识，挖掘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2、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全面推进我校知识产权管理

全面启动武汉工程大学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健全知识产权管

理体制，完善机构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学校知识

产权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实施专利集中管理，围绕重要行业需求

培育高价值专利群，畅通专利许可转让途径，形成具有武汉工程

大学特色的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体系。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项目支出与预算基本相符。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

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

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

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知识产权建设工程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总分：82.58

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助推武汉工程大学“双一流”建设工程



主管部门 湖北省科技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

（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10 1.29 12.9% 2.58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专利数量（申请） 320 382 5

专利质量（授权） 220 272 5

增加机构人员数 2 3 5

培养研究生 2 7 5

参加知识产权培训人数 50 70 5

学术交流会 2 5 5

论文发表 3 5 5

知识产权报告数 1 2 5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指标

全面提高服务人才培养、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促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

革

完成 完成 40



2018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2018 年，武汉工程大学获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共 2

项，其中包括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

平台建设和智能机器人平台建设，共获批总经费 200 万元，项目

经费主要用于科研平台建设和创新团队的运行管理。

项目总目标：

1. 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平台

建设：将视频信息获取与图像处理、虚拟现实高清投影与显示等

技术作为高新产业和重点实施对象，拟在视频图像与高清显示方

向推出一系列的新技术、新产品，并逐步形成一套相关的产业链。

同时，发挥工程中心人才的优势，提高学科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

平。通过该项目建设，有效地改善科学研究条件，为教师的科研

活动创造有利的实验条件，增强学科实力，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

解决国家迫切需求的问题。

2. 智能机器人平台建设项目主要研究机器人智能感知和控

制理论，围绕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开展核心技术和装备的研

发。

绩效考核指标：

1. 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平台

建设：

1) 复原图像的能量集中度达到 80%以上。

2) 多谱图像高清晰显示复原算法具有通用性，不管谱源和



模糊退化方式，输入多谱图像，输出高清晰多谱图像。

3) 多谱图像高清晰显示复原算法具有实用价值，有原创性

的源程序和软件，解决多谱图像复原和清晰化这个科学难题。

4)采用 DSPs+ASIC+FPGA 系统结构，完成算法小型化系统的

研发，将小型化系统嵌入到所有的多谱图像探测及监控成像系统

及普通相机中，实现高清晰多谱图像的显示与输出。

高清显示小型化系统在多谱图像探测及监控的推广应用可

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达 1 亿元以上。就交通视频监控来说，国内每

年需安装 1 百万个电子眼监控系统，小型化系统以 500 元的价格

计算，成本按最大 80%估算，每年产生的纯利润就可达 1 亿元以

上。

自主研发的多谱图像高清复原小型化系统可嵌入到各种图

像探测、视频监控系统及相机中，可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探测、

安全监控、环境监控、野外监控及生产过程监控中，形成视频系

列产品，为湖北省光谷电子信息高新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技成果指标：通过项目实施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包括专利、

标准、软件著作权、新药证书）等数量、指标及其水平等；解决

产业链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的数量；对产业发展核心技术成果实

施转化，形成的样品或样机的数量。

1) 发明专利 3项

2) 建立多谱图像高清复原模型，解决多谱图像高清晰化难

题

3) 完成高清晰化算法及小型化系统的研发

其它考核指标：包括人才培养、研究基地建设、论文发表等

方面指标。



本工程中心深入开展多谱图像处理、视频处理及高清输出、

目标识别、检测识别智能系统等方面的研究，经过 2 年的时间将

工程中心建设成为湖北省内视频图像与模式识别的人才培养基

地、技术应用推广中心、以及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视频图像

与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平台，为促进湖北省乃至全国视频图像与

高清投影行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个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行

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

1) 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SCI、EI 收录）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 20 余篇。

2) 省部级及国家级项目 3-5 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30 名。

3) 省科技进步奖 1-2 项。

2. 智能机器人平台建设项目主要研究机器人智能感知和控

制理论，主要技术目标为：研究机器人智能控制理论与算法，提

升焊接工业机器人的焊接效率 8%以上；研究基于视觉的机器人

感知理论和技术，提升机器人环境感知能力，视觉机器人目标识

别准确率提升 5%以上；研究面向实际应用的深度学习算法，提

升机器人感知、决策、控制和执行四个环节的智能水平，构建数

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应用理论体系和算法框架。其他经济效益目

标：为力争获得湖北省科技奖励 1-2 项，新增省级创新团队 1-2

个，申请湖北省级研究平台 1 项，引进高层次人才 1-2 名，发表

高水平科研论文 30 篇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10-20 项目，申请软

件著作权 10-20 项，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10-20 人，本科生

180 人，培养学生参加科技竞赛 30 人次，获得竞赛 3 等奖以上

奖励 3-10 项。推动和支撑学校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的申报工作。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

分配方式、结果等相关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情况，延续性项目

说明周期情况）。

1. 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平台

建设：

2018 年预算资金包括省级财政拨款 33.2 万元，单位自筹资

金20万元,目前项目财政拨款总支出27.6万元,其中基础建设费

11 万元,设备费 4 万元,实验外协费 3 万元等。

2. 智能机器人平台建设项目主要研究机器人智能感知和控

制理论：

资金总数为 140 万，其中申请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资 100 万，单位自筹 40 万。

资金主要用于设备添置、材料费、出版费等等。具体如下表：

科目明细
项目总预算

（万元）

2018年预算（万元） 2018年实际支出（万元）

年总预算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年总支出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人员费 10 0 0 0 0
设备费 54.5 10.5 10.5 9.8 0
材料费 4 4 4 4 4

燃料及动力费 2 2 2 0 0
试验外协费 13 9 9 3 3
基本建设费 20 10 0 10 0
会议费 14.5 1.5 1.5 1.2 1.2
差旅费 20 7 7 6.5 6.5
其他费用 2 1 1 1 1
合 计 140 45 35 35.5 15.7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1. 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平台

建设：



目前进展情况良好，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授权发

明专利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6 篇。代表性

获奖项目、专利及论文如下：

获奖：

[1] 洪汉玉、荆根强、卢毅等，路面激光视觉复合测量方法与计量标准装置，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8

项目：

[1] 华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基于模糊与畸变可区分性矩特征构造

的水下目标湍流退化图像复原方法，2019.01-2021.12， 26 万元

[2] 时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基于梯度域多测度的湍流空变退化图

像复原方法研究，2018.01-2020.12， 24 万元

专利：

[1] 洪汉玉，时愈，宋捷，章秀华，沿运动模糊路径进行一维反卷积的单视点

图像去模糊方法(发明专利，已授权)，授权号：ZL201510822316.3，

2018.07， 申请日： 2015.11.23

[2] 洪汉玉，张耀宗，王维祥，一种无人机目标要害点实时定位方法系统及存

储介质；201811184403.0，申请日：2018.11

[3] 洪汉玉，王维祥，张耀宗，石教炜，陈辉远，赵书涵， 李施阳，一种基

于 TMS320C6678 并行处理的高帧频条件下多旋翼目标要害点实时定位算

法 ，201811168238.X ，申请日：2018.11

[4] 洪汉玉，洪汉玉，刘子渊，赵书涵，熊文豪，代琦，张耀宗，袁鑫，一种

空中非合作目标气球要害点快速的检测方法，201811168246.4，申请日：

2018.11.20

专著：

[1] 专著：洪汉玉. 目标探测多谱图像复原方法与应用, 国防工业出版社,20 万

字, 2018.

论文：

[1] Zhenghua Huang, Qian Li, Tianxu Zhang, Nong Sang, Hanyu Hong.

Iterative weighted sparse representation for X-ray cardiovascular

angiogram image denoising over learned dictionary[J]. IET Image

Processing. 12(2):254-261,2018.(SCI 收录)

[2] Zhenghua Huang, Yaozong Zhang, Qian Li, Tianxu Zhang, Nong Sang.

Spatially adaptive denoising for X-ray cardiovascular angiogram

images[J]. Biomedic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Control. 40: 131-139,

http://www.pss-system.gov.cn/sipopublicsearch/patentsearch/javascript:;


2018 (SCI 收录)

[3] Zhenghua Huang, Yaozong Zhang, Qian Li, Tianxu Zhang, Nong Sang, and

Hanyu Hong. Progressive dual-domain filter for enhancing and

denoising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99:759-763,2018.(SCI 收录)

[4] Zhenghua Huang, Likun Huang, et al. Framelet regularization for

uneven intensity correction of color images with illumination and

reflectance estimation. Neurocomputing. 2018, 314:154-168. (SCI 收

录)

[5] Zhenghua Huang, Fang Hao, et al.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

enhancement with weak structure preservation via spatially adaptive

gamma correction. Infrared Physics and Technology. 2018, 94:38-47.

(SCI 收录)

2. 智能机器人平台建设项目主要研究机器人智能感知和控制理

论：

项目于 2018 年 08 月正式启动，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为项目第一阶段。

1.2018 年计划具体目标：完成项目的调研工作，启动焊

接机器人的焊接效率提升工作，完成预期工作一半，申请专

利 10 项目，软件著作权 10 项目。

2.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项目研究了基于低质量低分辨率

视频图像超分辨率增强识别算法和焊接工业机器人的焊接

效率提升方法，现已完成 11 篇 SCI、EI 等高水平学术论文，

完成 2 篇发明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专利 13 篇、授权软件著

作权 14 篇。

期刊论文

[1] Tao Lu*, Kangli Zeng, Zixiang Xiong and Yanduo Zhang. “Group Embedding

for Face Hallucination.” IEEE ACCESS. 2018.（SCI检索，EI检索)

[2] Tao Lu*, Xitong Chen. “SLR: Semi-coupled locality constrained representation

for very low resolution face recognition and super resolution.” IEEE Access. 2018.

(SCI检索，EI检索)

[3] Huabing Zhou, Yuyu Kuang, Tao Lu*, Image Deformation with Vector-field



Interpolation based on MRLS-TPS, IEEEACCESS. 2018. (SCI检索，EI检索)

会议论文

[4] Kangli Zeng, Tao Lu*, Junjun Jiang, Zhongyuan Wang. “Nonlinear Contextual

Face Hallucination.” IFTC 2018: The 15th International Forum of Digital TV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EI检索)

[5] Lu Tao*, Wang Jiamin. “SMIM: Superpixel mutual information measurement for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ICA3PP，2018. (EI检索)

[6] Kangli Zeng , Tao Lu*, Xiaolin Li. “Contextual-field Supported Iterative

Representation for Face Hallucination.”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gorithms

and Architectures for Parallel Processing(ICA3PP). 2018. ( EI检索)

[7] Xi Yang, Tao Lu*, Jiaming Wang, Yanduo Zhang. “Enhanced Discriminativ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Face Super-Resolution.” PCM (2) 2018:

441-452. ( EI检索)

[8] Kangli Zeng, Tao Lu*. “Face Hallucination Using Manifold-Regularized Group

Locality-Constrained Representation.” ICIP 2018. (EI检索)

中文核心期刊

[9]卢涛*，管英杰，潘兰兰. 基于低秩约束的极限学习机高效人脸识别算法，计

算机科学，2018.

[10] 卢涛*，汪家明. 基于中继循环残差网络的人脸超分辨率重建算法，华中

科技大学学报，2018.

[11] 汪家明，卢涛*. 多尺度残差深度神经网络的卫星图像超分辨率算法, 武

汉工程大学学报，2018.

申请专利：

[1] 卢涛#；曾康利；汪家明；陈希彤；一种基于上下文信息的非线性拓展的人

脸幻构方法，中国,CN 201811199243.7

[2] 卢涛#；曾康利；汪家明；陈希彤；基于流形正则化群的局部约束表达的人

脸超分辨率重建方法,中国, CN201810654629.9

已获授权专利：

专利类别 已授权专利 已授权专利名称 发明人



号

发明专利
ZL20151097

60029
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的程序错误检

测方法及系统

陈灯; 魏巍; 张彦铎; 李晓林; 李迅; 周

华兵; 朱锐; 卢涛; 彭丽

发明专利
ZL20151065

72850
一种基于稀疏主成分分析的图像分

割的方法及装置

张彦铎; 卢涛; 万永静; 李晓林; 杨威;
管英杰; 潘兰兰

发明专利
ZL20151008

11684
一种基于尺度不变特征极限学习机

的机器人场景识别方法

卢涛; 杨威; 张彦铎; 李晓林; 万永静;
余军; 鲁统伟; 闵锋; 周华兵; 朱锐; 李

迅; 魏运运; 黄爽; 段艳会; 张玉敏

发明专利
ZL20151098

23210
一种基于概率模型的程序错误检测

方法及系统

陈灯; 魏巍; 张彦铎; 李晓林; 李迅; 于

宝成; 鲁统伟; 闵峰; 周华兵; 朱锐; 卢

涛; 彭丽

发明专利
ZL20151000

44856
基于多约束推理的互联网地理位置

信息规范化方法

李晓林; 魏运运; 张彦铎; 卢涛; 段艳会;
张玉敏; 黄爽; 万永静; 杨威

发明专利
ZL20151040

41715
一种对象使用场景提取方法及装置

陈灯、魏巍、张彦铎、李迅、于宝成、

鲁统伟、闵峰、周华兵、朱锐、彭丽

发明专利
ZL20161020

69640
一种雷达导引头部件故障的检测系

统及方法
龙冲、于宝成

发明专利
ZL20151009
3347.X

一种基于多因子的行政区划的可信

度计算的方法

李晓林; 魏运运; 张彦铎; 卢涛; 段艳会;
张玉敏; 黄爽; 万永静; 杨威；夏天

实用新型

专利

ZL20172070
9110.4

一种头尾式双轴 L型焊接变位机 魏巍；陈灯；张文海；吴平

实用新型

专利

ZL20172070
9151.3

一种头尾式三轴焊接变位机 魏巍；陈灯；张文海；吴平

实用新型

专利

ZL20172070
9149.6

一种头尾式单轴回转焊接变位机 魏巍；陈灯；张文海；吴平

实用新型

专利

ZL20172043
7484.5

一种红外感应平板灯 许研；李晖

实用新型

专利

ZL20172070
9150.9

一种 L型双轴焊接变位机 魏巍；陈灯；张文海；吴平

已获授权软件著作权：

登记号 产品名称 设计人

2018SR132659 基于 Android的大学生竞赛信息智能平台[简称：竞赛帮]V1.0 刘玮

2018SR318067 法条智能检索软件 V1.0 刘玮

2018SR459245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智能养猪场疫情预警系统软件

[简称：FarmMonitor]V1.0
陈灯

2018SR500425 工具箱软件[简称：T00lBox]V1.0 周华兵

2018SR500434 在线考试系统 V1.0 李晓林



2018SR566867 液晶微结构仿真设计与实现软件[简称：液晶微结构仿真软件]V1.0 李晖

2018SR566883 五子棋游戏软件[简称：五子棋]V1.0 李晖

2018SR571803 跳棋游戏软件[简称：跳棋游戏]V1.0 李晖

2018SR600918 基于 C#的在线考试系统[简称：在线考试系统 ]V1.0 李晓林

2018SR600923 基于 C#的在线考试系统[简称：在线考试系统 ]V1.0 李晓林

2018SR604654 智慧街道系统（安卓版）V1.0 卢涛

2018SR604658 智慧街道系统（网络版）V1.0 卢涛

2018SR604671 提案管理系统（IOS版）V1.0 卢涛

2018SR611317 配电网巡线机器人远程控制软件[简称：RobotRemoteApp]V1.0 陈灯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省拨资金和单位自筹已经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财政拨款共 200 万元，执行期 3 年，2018 年项目下

达时间晚，由于客观因素该项目 2018 年基本未执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形成以团队为中心，自主创新的研发管理机制。制定了工程

中心管理制度，规定了工程中心日常管理，项目实行负责人制，

全面负责项目进度、经费、人员调配、设备购买、奖金分配等项

工作。建立了科研投入核算体系，加强工程中心科研经费管理，

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开发新产品，提高学术影响力。规定了项目所

产生的各项经费的管理，每项经费支出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

行，确保每项资金的使用安全，并按年份和项目编制了科研经费

辅助账。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成本指标
投入维修改造科研基础设

施经费（万元）
12 11 4

数量指标

承担省部级课题（项） 2
2(国家级课

题)
5

承担横向课题（项） 1 3 6

申请专利（项） 3 4 6

授权专利（项） 1 1 6

发表学术论文（篇） 5 5 6

质量指标 获教育部奖励 1 1 6

超额完成产出指标。本工程中心深入开展多谱图像处理、视

频处理及高清输出、目标识别、检测识别智能系统等方面的研究，

经过 2 年的时间将工程中心建设成为湖北省内视频图像与模式

识别的人才培养基地、技术应用推广中心、以及在国内外有一定

知名度的视频图像与模式识别领域的研究平台，为促进湖北省乃

至全国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行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个视频

图像与高清投影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科学

技术支撑。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效益指标与绩效自评表一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

标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科研仪器设备使用率

（%）
100 100 20

经济效益
实现技术创新服务收

入（万元）
300 300 20



完成情况良好。本项目由湖北省视频图像与高清投影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承担，合作单位是湖北恒颖超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融

合双方的技术优势，加快高校科技研究成果向产业应用领域的转

化，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升地方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

形成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的良性循环，利用武汉工程大学在图像

处理与分析，光电成像探测与目标识别，DSP 与控制智能等电子

信息领域技术研究优势和湖北恒颖超科技有限公司在文化教育

电子产品的科技实践优势，成功建立了湖北省校企共建研发中心

“湖北省校企共建 LED 高激发光效荧光粉研发中心”，共建单位：

湖北恒颖超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工程大学。编号：XQGJ2012030。

建立了产学研基地“湖北恒颖超—武汉工程大学智能电子信息技

术产学研基地”。合作研制“多谱图像高清复原技术及小型化系

统的研发”，经济效益 2018 年为 300 万元。产学研合作的开展，

大幅提升了工程中心产品质量，节约了资源和人力物力消耗，增

强了工程中心核心竞争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阶段主要是要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与关键设备的研发，在此

基础上进行软件产品的开发与应用示范。主要的经验是:集中力

量开展核心技术的攻关，在高水平论文上面做文章，特别是需要

开展机器人立体视觉的数据测试库，通过公开数据库和自由数据

库开展前沿研究。主要的困难在于经费不足，特别是设备开发费



用严重不足，制约了项目的进一步研究。

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项目管理，从项目的质量上下功夫，主要是加强财

务管理和科研业务管理，用科学的项目管理促进高水平科研。

2、加强学术交流，凝练好科学问题。以项目的应用促进科

研工作开展，同时利用高水平成果促进项目应用。

3、提升科研成果水平，促进项目成果转化。瞄准目前机器

人产业的前沿，提供新的机器人感知设备和手段，提高机器人感

知与决策的智能水平，深入企业和市场，促进应用成果的转化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支持企业发展专项-科技研究与开发资金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总分：83.2

项目名称 支持企业发展专项-科技研究与开发资金

主管部门 湖北省科技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135 万 21.54 15.96% 3.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数量指标

SCI 论文、授权专利 40/20 40/20 10

学术交流次数 15 15 10

培养硕博人才数 20 20 10

质量指标 SCI 一区论文 6 6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提高基础研究能力，攻克

技术难题
完成 完成 20

生态效益 保护生态环境 完成 完成 10

可持续影响 节约资源，循环利用 完成 完成 10



2018 年湖北省科技创新平台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为大力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按照“立足湖北，服务行业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办学思路，以重点项目为龙头、以科技队伍建设

为抓手、以科技平台建设为支撑、以产学研结合为纽带，全面推

动学校科技工作健康持续的发展。2018 年，经过省实验室和工

程中心绩效评价，湖北省科技厅对武汉工程大学 4 个平台拨付了

专项资金，其中包括省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共获经费 240 万

元。

新型反应器与绿色化学工艺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围绕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发挥湖北省新型反应器与

绿色化学工艺重点实验室的学科特色，加强磷资源高效综合利

用、绿色化学工艺、化工过程强化和精细化学品四个主要方向的

研究积累，汇聚优秀人才队伍，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提升化工学

科的研究实力和水平，把本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中南地区一流、国

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化工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奠定基础。

项目的主要考核目标是：

1)项目建设期内开展重点实验室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



20 次，批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0 项。

2)项目建设期内，获批中国发明专利 20 项，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40 篇，在磷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绿色化学工艺、化工

过程强化和精细化学品四个主要方向加强研究积累，力争获得更

多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和各级科技奖励。

3)项目建设期内培养博士研究生 8 名，硕士研究生 180 名。

重点实验室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绩效评估。

项目的年绩效目标是：重点实验室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20 篇；重点实验室获批国家级项目 3 个，省部级项目 4 个；重

点实验室研究人员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召开 1次重点实验室

年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10 次以上，批准重点实验室开放基

金 5 项。

等离子体化学与新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适应国家经济转型需要，并根据中部地区新型产业计划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根据实验室现有研究基础并结合国内外同

行的研究和相关材料的发展趋势，完善现有的等离子体技术与碳

材料、晶体材料、功能材料（含功能高分子材料）实验平台，为

实验室拓展研究方向、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奠

定基础。

本项目将根据实验室现有研究基础，结合国内外同行的研究

和相关材料的发展趋势，完善实验室现有的等离子体技术与碳材

料、新能源材料和功能材料制备与应用三个主要研究平台，为实



验室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奠定基础。项目主要

围绕石墨烯、碳纳米管以及金刚石膜等碳材料的制备、加工与性

能检测，锂电池正极材料、氧化物太阳能电池材料的制备、改性

和性能检测，高温超导材料、半导体气敏功能材料等的制备与性

能检测方面进行平台建设，根据重点实验室现有团队建设需要，

为团队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科研平台，满足实验室各研究团队发

展需要。

2018 年绩效目标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对省重点实验室的安全系统进行改造，保证实验室安全稳

定运行；

2)对实验室的关键设备进行维修和维护，使其能够正常运

行；

完成平台设备使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收集，确定设备维修的

详细方案；

3)在单晶金刚石的同质外延生长技术及高质量金刚石膜研

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湖北省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属于节能环保领域，围绕节能环保领域密切相关的污水处

治、烟气除尘、节能材料等方面的技术需求，在分离膜材料与技

术、固废利用技术、低能耗材料、环境功能材料四个方面开展研

究，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和保障。



本项目立项后，本中心的依托单位——武汉工程大学组织本

中心人员编制了“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书”，明确了中

心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项目执行期为 2019-2020 两个年，具

体如下：

第

一

年

1、承担或参加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以上。

2、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8项以上。

3、对外提供合作研发、检验检测、技术咨询等获得经费 150 万以上。

4、专利、技术转让项目 1项以上。

5、参加国际会议并作报告 2次以上。

第

二

年

1、承担或参加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以上。

2、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8项以上。

3、对外提供合作研发、检验检测、技术咨询等获得经费 150 万以上。

4、专利、技术转让项目 1项以上。

5、参加国际会议并作报告 2次以上。

4. 湖北省化工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湖北省胶磷矿浮选尾矿为原料，通过酸浸取开发生产石膏

晶须、氯磷酸钙、氯化镁晶体工艺技术；利用循环萃取，使萃取

液利用率达到 99%以上；针对高浓度有毒有机废水开展以吸附为

主要净化手段的技术研究；针对化工废水中高浓度难降解有机污

染物，研发用于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的一体化处理新工艺；研

制高耐盐性、高吸附容量和高吸附选择性的新型吸附材料；研究

开发低成本、高性能、高强度、耐用型超/微滤膜材料；针对重

金属工业废水构建典型重金属废水处理的技术方法和工艺系统，

形成涉重金属复合废水污染控制机制；化工及矿山废弃地土壤污



染修复新材料及工艺技术路线研究。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1. 湖北省新型反应器与绿色化学工艺重点实验室

项目依托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对项目资金按时拨付到位。项目

资金结构和主要用途为差旅费、测试费、专用材料和试剂费、校

外专家费。资金投向分配主要以重点实验室固定和流动研究人员

为主。

项目执行的主要结果和绩效：2018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10 项，其中面上项目 3项，青年项目 7项。湖北省科技厅技

术创新专项（重大项目）2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1 篇（含合

作发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8 项，6 项发明专利成功实施转

让。巨修练教授主持完成的“核黄素磷酸酯钠的工业化制备方法”

获湖北省技术发明三等奖，吴广文教授主持完成的“绿色环保合

成盐酸乙脒新工艺及产业化”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联合主办了废弃物资源化及循环利用先进装备技术国际研讨会。

为学校化学和材料学科 ESI 排名进入前 1%做出了贡献。

2. 等离子体化学与新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本项目省拨经费共计 70 万元，全部用于等离子体化学与新

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的平台建设。其中直接经费 65 万元，用

于开放基金、实验室设备维护更新、发表学术论文版面费、参加

国际国内会议交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实验室交流等。

间接经费 5 万元，主要用于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



3.湖北省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为了提高本中心的基础条件、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和合作交

流等方面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湖北省地方经济建设，湖北省科技

厅于 2018 年底共计给予了 50 万元的资金支持，执行期为

2019-2020 年，具体项目经费预算如下：

资金支出预算 金额
占省拨经费比重

（%）

直接费用

1．设备费 20 40%

1.1 设备购

置费
20 40%

1.2 设备试

制费
0 0%

2．材料费 4 8%

3．测试化验

加工费
2.5 5%

4．基本建设

费
12 24%

5．会议费、

差旅费、国际合作

交流费

2.5 5%

6. 出版/文

献/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事务费

2 4%

7. 劳务费 2 4%

8．专家咨询

费
0 0%

9. 其他支出 0 0%



间接费
10.绩效 5 10%

合计 50 100%

4. 湖北省化工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共获得湖北省财政科技专项支出预算 50 万的支持，在资金

管理上，遵循“统筹兼顾、专款专用、注重实效性”的原则，同

时严格规定资金用于实施项目的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会议

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没有用于设备购置、设备试制、

基本建设费、交通工具购买、偿还债务、未经财政部门认可的开

支项目和费用。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自评工作分为数据收集（包括项目预算、项目支出、目绩效

数据等）、自评报告撰写和项目负责人修改审核自评报告三个阶

段。

明确了项目的经费预算和目标任务，为自评工作提供核算依

据。资金使用按照《武汉工程大学纵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

的要求执行，确保资金支出符合相关规定。并以学校计划财务处、

科发院、学院、国有资产与设备管理处、招标采购处为主要成员

的评价工作小组，负责自评的组织管理和自查工作。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资金拨付及时到位，设立了专门的账户，专款专用。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主要用于药品试剂、分析测试、版面费、参加学术会议、科

研调研、日常办公费、学生助研费等，由于 2018 年该项目下达

任务时间接近年末，导致项目 2018 年执行率较低。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各种费用的支出由课

题组负责人签字、平台主任（副主任）审核，再到学校财务处据

实报销，管理规范合理。

针对省级科研项目，武汉工程大学建立了一整套财务管理制

度体系，具体如下：武汉工程大学票据管理办法（校财【2017】

3 号）；武汉工程大学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校财【2017】2 号）；

武汉工程大学预算管理办法（校财【2017】1 号）；武汉工程大

学财务支出票据管理办法（试行）（校财【2016】7 号）；武汉工

程大学国内公务差旅费管理办法（校财【2016】6 号）；武汉工

程大学纵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校科【2016】6

号)；武汉工程大学经费支出审批权限暂行管理办法(校财【2016】

5 号）；武汉工程大学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校财【2014】20 号）；

武汉工程大学会议及大型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14】

16 号）；武汉工程大学公务接待实施办法（试行）（校发【2014】

17 号）；武汉工程大学纵向科研项目财务决算审计实施办法（试

行）（校监审【2015】1 号）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新型反应器与绿色化学工艺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20 篇；获批国家级项目 3个，省部

级项目 4 个；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召开

1 次重点实验室年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10 次以上，批准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5 项。

2）等离子体化学与新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在科研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在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和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项目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2018 年承担了一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重点专项，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等方面有较大的增长，本年承担省部级及

以上纵向课题 8 项，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合作，进行了更多的横

向合作项目研究，本年横向课题科研进账超过 298 万元；

在 SCI/EI 收录论文总篇数上获得了突飞猛进，2018 年发表

署名 SCI 收录论文 29 篇，本年获授权专利达到 21 项；

在实验室自行研制的 1-10kW 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装

置上，通过系统研究金刚石厚膜的制备工艺，已掌握了光学级金

刚石薄膜及厚膜制备技术，力争在 2019 年制备出厚度为 1.5mm、

直径 120mm 的自支撑金刚石厚膜；

通过对传统石英管式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装置进行改造，

克服了石英管式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设备等离子体密度



不高、腔壁污染等问题，已实现边长 4mm 以上的单晶金刚石的同

质外延生长，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湖北省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承担省部级项目数、对外提供技术获得的经费数额和专利授

权转让项目数 3 项；

2018 年本中心承担省部级项目 2项，获得专利授权项 32项，

参加国际会议 6 次。

4）化工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和服务水平，发挥在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研

究领域的带头作用，指导项目实施完成的过程中，共培养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32 名，发表 SCI 论文 19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项，

同时依托平台共申请项目经费 282.48 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新型反应器与绿色化学工艺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由于重点实验室偏重理论研究，并未开展产品或技术的产业

化，没有经济收入，因而没有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2）等离子体化学与新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2018 年本项目的各项效益指标都已超额完成，这主要得益

于我校优良的科学研究氛围，近几年学校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大幅

度提升，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材料学科顺利进入全球 ESI 排名

前 1%，这表明材料学科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这样的良好

氛围带动下，本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



3）湖北省环境材料与膜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对外提供技术获得的经费数额总计 170.0 万元，专利授权转

让 4 项。

4）化工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化工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年已经完成了磷

尾矿萃取、氯磷酸钙结晶分离和硫酸钙/氯化镁结晶工艺的研究，

完成了高浓度难降解有毒有机物高效吸附剂的制备以及处理工

艺研究，完成微电解/Fenton 氧化的有机物氧化还原新技术研

究，完成重金属以及与有机复合废水治理新技术研究，完成化工

及矿山废弃土壤污染修复关键技术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严格

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提高社会效益的宗旨履行社会

责任，开发化工污水、固体废物、土壤修复的新技术和新工艺，

提高化工环保污染治理的水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重大项目参与力度偏弱，组织申报国家级重大项目和标

志性科技奖励上需加大力度。

2）尚需进一步整合重点实验室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发展重

点研究方向。

3）实验室的运行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加强领军人才的引进

力度。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从现实情况出发，应根据学校发展目标，以项目绩效为导向，

对预算支出的决策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并运用评价结果预测支出

总量，再由总量规模影响定额标准的高低。

（三）拟公开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年部门决算

报告中，我处主动报告项目绩效主要情况以及积极公开自评结

果。在武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5 月 5日 总分：79

项目名称 2018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科技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

(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00 0 0% 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

值（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成本指标
投入维修改造科研基础设

施经费（万元）
12 11 4

数量指标

承担省部级课题（项） 2
2(国家级课

题)
5

承担横向课题（项） 1 3 6

申请专利（项） 3 4 6

授权专利（项） 1 1 6

发表学术论文（篇） 5 5 6

质量指标 获教育部奖励 1 1 6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科研仪器设备使用率（%） 100 100 20

经济效益
实现技术创新服务收入

（万元）
300 300 20



2018 年湖北省支持企业发展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1、项目立项目的

以浮选尾矿(6.0-9.0% P2O5、15.0-20.0% MgO，32-36%CaO

和 8-12.0%SiO2)为原料，通过盐酸浸取 Ca2+、Mg2+、PO43-，开

发出生产石膏晶须、氯磷酸钙、氯化镁晶体工艺技术；利用回水

循环萃取，使萃取液利用率达到 99%以上；完成小试、吨级中试；

形成工业化的技术参数；使处理 1 吨磷尾矿的生产成本≤361 元

/吨，生产石膏晶须、氯磷酸钙、氯化镁晶体达到企业标准。减

少浮选磷尾矿占用耕地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2、年绩效目标

完成高镁磷尾矿的萃取工艺、氯磷酸钙结晶工艺、晶种制备

技术、石膏晶须结晶工艺、氯化镁晶体制备工艺的实验室研究。

完成整个生产工艺的水循环实验研究，考察每次循环三种产品的

质量和品质的变化，逐步调整参数，获得稳定的生产工艺。

考核指标：磷萃取率≥99%，镁萃取率≥95%，钙萃取率≥80%；

石膏晶须的长径比≥30，氯化镁晶体达到国家标准。提交年研究

报告 1 份；投出研究论文 1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每次循环的

变化规律，工艺稳定，产品质量符合工业标准。

（二）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结构、投向、用途、分配方式、结果年情况

项目资金总投入 270 万元，立项前已经投入 10 万元，准备

新增投入 260 万元，其中省拨经费 200 万元，单位自筹 60 万元。

具体投向是人员费 26 万元，设备费 60 万元，材料费 80 万元，

外协费 40 万元，会议差旅、国际交流费 30 万元，绩效支出 14

万元。其他支出 10 万元。

2018 年人员费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博士、硕士研究生助

研费和生活补贴，现场试验请机修工、搬运工、工艺员等劳务支

出。原材料费支出 30 万元，其中溶剂费：10 万元，包括甲醇、

乙醇、丙酮、二氧六环、乙腈、DMF、DMSO、氘代水、氘代 DMF、

氘代 DMSO、氘代氯仿、氘代甲醇、氯仿、四氯化碳、苯、甲苯、

乙酸、乙酸乙酯、三乙胺等溶剂；原材料费：20 万元。包括有

机磷酸酯、EDTA、各种脂肪酸、油酸、苯乙烯磺酸、木质素、木

质素磺酸、萘、萘磺酸、工业酒精、氯磺酸、工业盐酸、磷酸、

硫酸、盐酸、硝酸、苯乙烯、甲醛、丙烯腈、氯乙酸、十二醇、

十二胺、十八醇、十八胺、焦磷酸、六偏磷酸钠、硅酸钠、碳酸

钠、液氨、氨水、正壬酸、正癸酸、月桂酸、棕榈酸、软脂酸、

钼酸铵、EGTA、乙二胺四甲叉膦酸、二乙烯三胺五甲叉膦酸、四

氯化钛、氢氧化钠、氢氧化钾、四甲基氢氧化铵、四丁基氢氧化

铵、十六烷基溴化铵、十二烷基硫酸钠、十六烷基苯磺酸钠等。

无水硫酸钠、无水氯化钙、P2O5、铝镍合金、N2、O2、H2、Ar、

CO2、NH3 等气体、玻璃仪器、坩埚、托盘、口罩、塑料手套、



pH 试纸、尾矿运费、碘化钾试纸等。测试加工费：15 万元：包

括元素分析、质谱、核磁共振谱、红外光谱、XRD、SEM 谱、气

相色谱、液相色谱、热重分析、单晶 X-衍射等。会议费、差旅、

国际合作费支出：10 万元，主要用于研究生答辩费、学术会议

费、到企业试验差旅、尾矿情况调研等。绩效支出 3万元，用于

支出项目参与教师发表文章、专利的奖励等。其他支出 2 万元，

主要用于实验室工作服、手套、护目镜、防毒面具、容器、洗涤

剂、拖把、饮用水等。总计支出 70 万元。

2、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

2018 年已经完成高镁磷尾矿的萃取工艺、氯磷酸钙结晶工

艺、晶种制备技术、石膏晶须结晶工艺、氯化镁晶体制备工艺的

小试和实验室 8 公斤级放大研究。完成整个生产工艺的水循环实

验研究，考察 20 次循环三种产品的质量和品质的变化，获得了

稳定的生产工艺技术参数，并在湖北鄂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中心进行了三次验证和调整工作，获得了公司可行性认同。延续

性项目包括吨级中试装置的能量衡算、物料衡算和设备计算工

作，2019 年上半年完成工艺说明书的编制、定标设备的购买、

非标设备的加工、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估计投入 100 万元，其中

设备费投入 60 万元(由湖北鄂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设计

费 40 万元(由省拨经费外协费投入)。 2019 年下半年完成吨级

中试实验，确定生产成本、操作规程、安全制度、岗位职责等。

预计投入原材料费 25 万元，其中溶剂费 10 万元，用于配套中试



调整的小试实验研究，原料费 15 万元，用于中试原料的购买。

人员费 10 万元，主要用于博士、硕士研究生助研费和生活补贴，

现场试验请机修工、搬运工、工艺员等劳务支出。测试费 15 万

元，用于中试现场原料、产品的分析测试。绩效支出 5万元，用

于参与项目研究人员绩效发放。其他支出 6万元，用于主要用于

实验室与现场工作服、手套、护目镜、防毒面具、容器、洗涤剂、

拖把、饮用水等。共投入 161 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简要概述绩效自评组织实施过程等相关情况。

绩效自评计划进行。项目实施过程中按项目任务分工进行跟

踪。实行每周一次组会，由参与人员汇报工作进度、存在的问题，

集体讨论改进措施。每月进行一次进度考核，考察实验的技术指

标和产品质量情况。每半年进行一次与企业对接讨论会，由企业

主管生产的副总主持，企业工程师参加，讨论实验过程在生产操

作上应用的可能性，对实验室的操作过程进行调整。每年进行一

次参与人员的业绩考核，根据工作情况发放绩效奖励。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按照经费使用安排，所有资金基本到位。但省拨经费 200 万

元到达武汉工程大学后，由于项目任务书没有正式批下来，学校

财务没有项目经费预算的依据，所以不能及时进行项目经费分



配。指导 2018 年 9月份才进行项目经费分配，正式能使用省拨

经费，所以之前所用经费只能从横向结余经费进行支出报销。因

此在 2018 年 9月以前本项目经费支出中没有记录，导致还要在

今后支出经费中还上横向项目的经费。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8 年项目总支出 70 万元，基本上按项目进度安排支出项

目经费。材料费在 2018 年支出较多，共 30 万元。由于第一年探

索性试验较多，所用原料的品种和数量也较多，所以经费开支较

大。其他经费使用在正常的范围。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研究经费基本上按学校财务制度管理。项目参与人根据

研究需求提出项目采购计划，经项目负责人审核批准后交学院分

管科研领导审核，符合要求后到财务处请款购买，购买时签订合

同、开具发票，经手人签字后到财务处报账。项目负责人主要负

责按预算支出使用经费。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 年完成高镁磷尾矿的萃取工艺的研究，通过单因素实

验，获得最佳分解条件为盐酸浓度为 6 mol/dm3、矿酸比为 4:1、

分解时间为 30 min、分解温度为 60 0C，在此条件下，磷灰石分

解率达到 99%以上，镁的萃取率达到 99%，钙的萃取率达到 95%，

硅渣中磷的含量为 0.05%。完成了氯磷酸钙结晶工艺的研究，通



过对结晶温度、酸解滤液酸度和诱导离子的优化，氯磷酸钙的结

晶率达到 80%、F的除去率达到 97%、且结晶好，容易过滤。完

成了晶种制备技术和石膏晶须结晶工艺的研究，通过对硫酸的浓

度、诱导结晶离子的种类和用量、搅拌速度、滤液的滴加速度、

结晶温度、熟化温度和时间的优化，得到长经比在 6080 的石膏

晶须。完成了氯化镁晶体制备工艺研究，通过对浓缩比、浓缩温

度的优化以及对结晶条件的摸索，得到结晶率大于 50%，氯化镁

达到国家标准一级品的指标。

2018 年还完成整个处理工艺的水循环实验研究，重点讨论

水平衡的问题。如硅渣洗水、石膏晶须洗水的走向和利用，尤其

是结晶氯化镁时的浓缩比和浓缩蒸出的稀盐酸溶液的利用问题，

找出了完全达到水平衡的条件。获得了硅渣洗涤三次、氯磷酸钙

不用洗涤、石膏晶须洗涤 1 次，浓缩比为 1.蒸出稀盐酸用于硫

酸钾生产吸收盐酸气利用。考察每次循环三种产品的质量和品质

的变化，逐步调整参数，获得稳定的生产工艺。硅渣残存 P2O5

≤0.1%,石膏晶须残存 P2O5≤0.1%。氯化镁达到了国家标准中一

级品的要求。石膏晶须长径比在 6080 之间。

超额完成了任务书中的考核指标(磷萃取率≥99%，镁萃取率

≥95%，钙萃取率≥80%；石膏晶须的长径比≥30，氯化镁晶体达

到国家标准，获得稳定的生产工艺)。2018 年发表论文 2 篇(计

划 1 篇)（杨成、李防、潘志权、张华丽，磷尾矿循环酸浸实验

的研究，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8，40（4）：386-390。Y.C. Xie,



Q.R. Cheng, Z.Q. Pan*，Hydrothermal synthesi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alkaline earth metal (Mg, Ca) based on

2,5-Dimethylbenzene-1,4-diylbis(methylene)diphosphonic

acid，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2018,1154,232-238），

获得发明专利 1 项(计划为 0)（一种利用有机磷酸进行磷矿脱镁

并制备阻燃剂的方法，ZL201710149945.4），申请发明专利 3项

(计划为 1)（利用反选尾矿制备磷酸氢钙和氯化铵的方法

201810315351.X，盐酸分解高镁磷尾矿制备硫酸钙晶须的方法

201810315278.6，一种磷矿浮选尾矿的再加工方法及磷矿浮选方

法 201811446599.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没有批量生产，无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不过按实验室原

料和能耗计算，处理 1 吨尾矿，毛利约 600 元。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基本按计划进行，2019 年上半年主要完成编制工艺说

明书、中试规模的确定、“三算”和设备购买，完成中试设计任

务，目前基本完成了工艺说明书的编制，中试规模基本确定，正

在进行“三算”和设备购买工作。2019 年上半年主要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中试工艺研究和试生产工作。完成按任务书要求进

行，无调整。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经费使用与预算安排基本一致，只是由于 2018 年能使用项

目经费的时间较晚，所以要补还 2018 年所用横向经费中的一些

支出。所以 2019 年经费支出会比年预算略高。

（三）拟公开情况

项目经费使用由学校财务处记录并监管，各种支出严格按项

目经费预算用途进行开支，否则不能保障。所以是公开的。在武

汉工程大学网站公开。

2018 年支持企业发展专项项目绩效自评表

填报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总分：80

项目名称 支持企业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湖北省科技厅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省直专项 ■ 3、省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

(B)
执行率(B/A) 得分（20 分*执行率）

年财政资金总额 200 0 0% 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A)
实际完成

值(B)
得分

产出指标

（40 分）

高镁磷尾矿的

萃取工艺的研究

高镁磷尾矿的萃取、

氯磷酸钙结晶、晶种制

备、石膏晶须结晶、氯

化镁晶体制备等工艺

5 5 10

高镁磷尾矿的

萃取工艺的研究

磷萃取率≥99%，镁萃

取率≥95%，钙萃取率≥

80%；石膏晶须的长径比

≥30，氯化镁晶体达到

国家标准。提交年研究

报告 1 份；投出研究论

文 1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6 6 10



整个处理工艺

的水循环实验研

究

稳定的生产工艺。硅

渣残存 P2O5≤0.1%,石膏

晶须残存 P2O5≤0.1%。氯

化镁达到了国家标准中

一级品的要求。石膏晶

须长径比在 6080 之间

4 3.8 10

整个处理工艺的

水循环实验研究

硅渣洗水、石膏晶须洗

水的走向和利用、 结

晶氯化镁时的浓缩比、

浓缩蒸出的稀盐酸溶液

利用

4 4 10

效益指标

（40 分）
社会效益

完成高镁磷尾矿的萃取

工艺、氯磷酸钙结晶工

艺、晶种制备技术、石

膏晶须结晶工艺、氯化

镁晶体制备工艺的实验

室研究。

完成 完成 40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是湖北省教育厅于2005年设立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其宗旨为通过支持全
	    武汉工程大学为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和教学科研水平，自2005年开始，积极参与该项
	2018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短期讲学项目经费”获批4项，详情如下表：
	为丰富我校学术交流活动，增强我校与省内兄弟院校友谊，扩展广大师生国际视野，促进教师和科研人员与世界著
	1、数量指标。完成4项获批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相关活动，并至少完成6场讲座，和4场学术座
	2、质量指标。聘请来鄂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优化我校教学、科研团队的人员结构，同时，经由专家将我校推介
	3、时效指标。在2018年完成所有获批项目的执行。
	4、成本指标。充分使用项目拨款，项目执行成本控制在预算内。
	5、增进我校及我省对来鄂专家最新科研成果的了解，提高我校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
	6、加强我省高校和国外知名大学问的学术交流，拓宽广大师生的国际视野，促进教师和科研人员与世界著名科学
	项目资金简要情况
	省教育厅根据上一年该项目执行情况，在2018年为我校该常年性项目拨款120,000元，由校计划财务处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2018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的执行情况，我校积极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简要情况如下：
	1、领导高度重视。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 9号）的要求
	2、建立规章制度。为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结合项目预算管理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武汉工程大学“世界
	3、明确管理职责。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和职责进行分工，安排专人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预算资
	4、强化绩效监控。对预算执行进行跟踪监控，定期采集绩效运行信息并进行汇总分析，形成绩效监控报告，将绩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8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按照项目申报程序，规范立项工作，设定合理绩效目标和
	该款项根据用途，分为外籍专家人员经费24,000元，用以支付来鄂专家的讲座费，以及96,000元公用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项目省教育厅财政拨款120,000.00元，预算共计120,000.00元，本年实际支出103,4
	（1）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Wolfgang Jäger教授携夫人实际支出25,612.9元。
	（2）为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Yahong Rosa Zheng教授实际支出18,865.84元。
	（3）为南非金山大学Johannes Hermanus Potgieter教授携夫人实际支出35,2
	（4）为阿联酋哈里发科技大学LIAOKIN教授实际支出23,719.86元。
	我校2018年4个获批立项项目全部顺利执行，湖北省财政厅该项目预算拨款总额为120,000.00元，
	1、因该专项经费预算分配比例与实际支出比例没有完全匹配，导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Wolfgang Jä
	2、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Yahong Rosa Zheng教授的住宿因其个人原因由华中科技大学承担，未
	如若以上两项都从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项目经费中支出，我校2018年该项经费执行率可达到约94%，基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针对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学校执行着健全的资金管理办法。根据我校财务处执行
	每一笔款项都经过严格审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支出依据规范，无虚列支出，无截留、挤占、挪用。
	在产生实际支出后，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专员整理相关材料，一事一单，实报实销，在计财处的有效监控之下完成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生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在数量指标上，完成4项获批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相关活动，并成功组织12场讲座，以及
	（2）在质量指标上，所聘请的来鄂专家为我校客座教授，优化我校教学、科研团队的人员结构，同时，经由专家
	（3）从时效指标看，所有项目都在2018年完成结项。
	（4）从成本指标看，充分使用项目拨款，项目执行成本未超预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社会效益指标上，分别邀请了加拿大、美国、南非、阿联酋的科学家来我校讲学，增强了我校的国际学术交流。
	在可持续影响指标上，通过讲座和座谈等活动搭建了外籍专家同学校科研人员交流平台，为双方持续进行国际交流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12场学术讲座和4场学术座谈交流会的到场人数，现场互动等角度来看，我校师生、研究人员参与此类高端学
	项目主要绩效目标与实际完成情况如下表：
	主要绩效指标
	目标值
	实际值
	来鄂讲学专家人数
	4人次
	4人次
	资金使用情况
	120,000.00元
	103,425.56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今年已成功执行4个项目，其产出数量、产出时效、产出质量指标中，产出成本可控，项目的实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一）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
	2、在收集下一年校内申报材料时，依据“突出专业优势、提升交流水平、确保平稳运行”的要求，加大审核力度
	3、规范绩效管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确保相关信息完整、可靠，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资金实际使用和产生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为在今后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效使用该专项经费，完成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我校将在今后的预算分配比例制定时
	（三）拟公开情况
	针对2018年我校“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学计划”项目的4项高端讲学活动成功执行的良好结果，在学校范围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一）项目立项目的和年绩效目标
	武汉工程大学外籍教师经费为“非税”款项，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内容。该经费中的人员经费，用以支付校内外籍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于2017年秋根据每年的实际工作项目和资金使用需求，向校计划财务处报告“2018年高
	（二）项目资金情况
	外籍教师人员经费构成如下：
	1、用于外籍教师7人工资的支付，每人5.5万元，共计38.5万元。
	2、水电补助，共7人，每人每月0.03万月共10个月，共计2.1万元。    
	3、校外住宿补贴，预计7人，每人0.2万元，共计1.4万元。
	4、节假日补贴共7人，每人0.5万元，共计3.5万元。
	以上四项共计45.5万元。
	外籍教师公用经费构成如下：
	1、一次性往返国际国内机票、差旅，共7人，英美国际往返按照航空公司正常情况每人1.6万元，共计11.
	2、手续办理：体检费，医疗及意外保险费用，居留许可费用，签证快递费用，外事引智会费和会务费，外教聘请
	3、非固定资产维修更换费：被褥更新、网络费、窗帘维修更新、空调加氟、家电维修、厨房用品更新、公寓清洁
	4、福利：生日蛋糕、生病慰问等费用0.14万元。
	以上四项共计18.17万元。
	该常年性项目为总计63.67万元预算的外籍教师经费，2018年最终总共使用经费43.20万元，总使用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2018年的外籍教师经费预算总计下拨63.67万元，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统计得知，201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符合时效要求；资金使用符合规定，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无超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厅要求，经学生自愿报名，学院择优推荐，学校审核，遴选出机电工程学院张书博、陈宇辉、曾
	学生游学回国后，学校教务处组织座谈会，听取同学们游学的收获和需要改善的地方，每人撰写游学报告。教务处
	根据反馈，学生对于游学计划的满意率为100%，通过游学计划的开展，学生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提高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包括完成情况和偏离原因等）。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18年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专项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目前，我校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总面积8500m2，配套建设有创业咖啡、会议室、沙龙活动室、报告厅等入驻
	支出情况
	2018年全年创业基地维护支出0.62万元，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组织参赛及奖励支出19.38万元。
	年绩效目标
	2018年年目标：新建创业场地800m2；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金奖；基地达到入驻企业60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实行“两区”、“两级”、“两类”的建设模式
	“两区”就是在武昌和流芳两个校区分别建设有“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两级”就是校院两级推进校内外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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