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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5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单位
主要职能

选拔和培养各类人才，促进全省教育事业发展。基础教育阶段教学质量检测、评价和考试、授权证书考试组织、自学者认定学历考
试、全省研究生、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录取。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机构编制人数121人，截止2021年12月31日，在职人员116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68人，管理类聘用人员35人，劳务派遣人员14
人，后勤人员23人，总计257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专项经费

院区信息化建设及维修改造

服务中心支出

普高、成高、自考招生考试等业务费支出

设备购置

中长期目标

加强教育招考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推进教育考试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强化教育考试统筹协调力度，加大对人、财、物
的支持保障力度，推进全省考试机构专业化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大规模教育考试组织的风险挑战，确保教育考试
各项工作安全平稳顺利进行。到2025年，改革举措成效显著，治理效能显著增强，服务能力更加优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保障机
制更加健全，专业化机构建设水平显著提升，高质量教育考试体系基本建成。

年度目标

1.进一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贯彻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指引（通用版）》要求，指导普通高中做好新高
一学生的选科评估与指导工作。进一步细化我省艺术类和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改革的实施方案；探索中职职教高考新方案下的专业技
能考试组织管理；进一步探索成人招生录取模式，做好“专转本”选拔考试新方案落地实施工作。
2.实现疫情防控和平安招考双胜利。科学制定防控工作方案，统筹做好考试、命题、评卷、录取等各个环节工作。积极推进教育考
试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工程，继续保持自学考试、社会证书考试的全国领先水平，深化成人高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社
会考试的服务功能和效益，确保实现“平安招考”目标任务。
3.进一步推进全省招考系统能力提升。加快推进全省基于考试系统能力提升建设终期建设，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表彰先进
、凝聚力量，推动全省教育考试机构专业化能力建设常态化发展。

二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推进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

深入贯彻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
业选考科目指引（通用版）》要求，指
导普通高中做好新高一学生的选科评估
与指导工作。进一步细化我省艺术类和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改革的实施方案；探
索中职职教高考新方案下的专业技能考
试组织管理；进一步探索成人招生录取
模式，做好“专转本”选拔考试新方案
落地实施工作。大力推进成人高校招生
改革创新； 着力打造社会考试改革发展
品牌。

普高、成高、自
考招生考试等业

务费支出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平稳有序 平稳有序

信息支撑能力 显著增强 显著增强

部门工作协同机制 继续深化 继续深化

优化为民服务举措 ≥3项 ≥5项

考试安全保障率 ＝100% ＝100%

提升组考质量水平 有效 有效

推动专业化考试
机构建设

加快推进全省基于考试系统能力提升建
设终期建设，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
足、表彰先进、凝聚力量，推加快推进
全省基于考试系统能力提升建设终期建
设，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表彰
先进、凝聚力量，推动全省教育考试机
构专业化能力建设常态化发展。推动全
省教育考试机构专业化能力建设常态化
发展。

普高、成高、自
考招生考试等业

务费支出
全省招考系统能力提升 显著 显著

院区信息化改造完成率 ≥50% ≥100%

网络安全、信息准确、系统可靠、
服务到位

确保 确保

 对保障各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促
进招考服务效能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打造高素养招考
队伍

着力推进全省招考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招考系统干部政治素养、理论
水平、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畅通人才
引进渠道，通过招聘、选调等多种方式
为招考队伍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事业单位缴纳绩
效工资调节金

通过多种渠道筹措事业发展经费 有效 有效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科学筹划，稳步推进新高考改革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考生、社会满意度 ≥90% ≥90%

职工满意度 ≥98% ≥98%

项目有关招考机构、考点满意度 ≥95% ≥95%

过程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履职

提升教育考试治
理效能

科学制定防控工作方案，统筹做好考试
、命题、评卷、录取等各个环节工作。
积极推进教育考试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工程，继续保持自学考试、社会证书考
试的全国领先水平，深化成人高考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社会考试的
服务功能和效益，确保实现“平安招考
”目标任务。

普高、成高、自
考招生考试等业
务费支出,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专

项经费

综合服务保障能
力

改善办公场所、命题基地和评卷录取工
作环境，为各类考试招生业务提供坚实
保障。加强智能化综合保障管理平台建
设，实现综合保障管理高效化、科学化
、专业化。加强对基层招考机构服务保
障建设的指导，推动各地配齐配好招考
硬件设施，为各类考试组织改善办公场
所、命题基地和评卷录取工作环境，为
各类考试招生业务提供坚实保障。加强
智能化综合保障管理平台建设，实现综
合保障管理高效化、科学化、专业化。
加强对基层招考机构服务保障建设的指
导，推动各地配齐配好招考硬件设施，
为各类考试组织运行提供保障。

院区信息化建设
及维修改造,服务
中心支出,设备购

置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级指标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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