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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 部门职责

(一 )研究制定教育系统党的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负责

对教育系统党的建设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向 市委提出

意见和建议,在职权范围内对有关问题作出决定。

(二 )负 责指导教育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 伍

建设工作。指导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建设以及学校德育工作和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教育系统工会、团委、妇委会等 群团

的有关工作。

(三 )负 责市属高校党的理论宣传、新闻宣传、思想政治、

意识形态、维护稳定、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配合做好省属、

部属高校党建及相关工作。协助市委组织部做好高等学校领

导班子管理工作。

(四 )贯彻执行教育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有

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

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 发布

工作。

(五 )负 责基础教育 (含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民办教育、少数民 族教育 和 特殊教育 的 统

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工作。负责教育领域人才队伍建设。负责

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

(六)负 责推动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制定全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合理规划义务教育 学校

布局,均衡配置资源,缩小城乡间、区(市)间 、校际 间义

务教育差距。



(七 )负 责市级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参与拟订教育经

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基建投资和学生资助等政策,监测

中等及以下学校教育 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权限内教育援

助和教育贷款。承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工作。

(八)组织制定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招生政策并组织 实

施。承办市属高校、民办学历高校、中等专业学校等有关招

生工作。

(九)主管中等及以下学校教师工作,指导学校教师队

伍建设和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 负责师范类毕业生就业

相关工作。

(十)指导中等及以下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教育科研、

教学研究、德育、体育、卫生健康、艺术教育和国防教育等

工作,指导学校参与创新体系建设,开展创新创业 教育 。

(十 一)督 查、指导、协调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和 防

范、处理突发应急事件,负 责所属单位安全稳定工作。

(十 二)负 责与国外、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承

担推进教育领域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相关工作。负责 推

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培育、引导、扶持教育行业协

会发展,推进行业协会自律,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

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 。

(十 三)组 织拟订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负 责语言

文字工作,承担市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 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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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设置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青岛市教育局部门决算包括:局本

级决算、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青岛市教育局 2019年度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单位共

47个 ,包括 :

1、 青岛市教育局本级

2、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3、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4、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5、 山东省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6、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7、 山东省青岛第六中学

8、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9、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

10、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11、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2、 山东省青岛第十六中学

13、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4、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15、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16、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17、 青岛旅游学校

18、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19、 青岛电子学校



20、 青岛幼儿师范学校

21、 青岛商务学校

22、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七中学

23、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24、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25、 青岛艺术学校

26、 青岛市中学生综合实践教育中心

27、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28、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9、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30、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

31、 青岛市盲校

32、 青岛中心聋校

33、 青岛市实验幼儿园

34、 平度师范学校

35、 青岛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

36、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37、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38、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八中学

39、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40、 青岛市晨星实验学校

41、 青岛市教育后勤保障服务中心

42、 青岛市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

43、 青岛市教育局基建中心



44、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45、 青岛市招生考试院

46、 青岛市学生资助中心

47、 青岛市教育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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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部门:青岛市教育局 (汇总)

注:本袅反映澍门本年度的息收支和年未结转结余情况·

201

出女
入

`
^

帧

〓

行次 决审溆行次 决育熬
ˇ
L

次

^
夕t
一

al 20.08289,005.lo ˉ、一毅公共碾务支出一、一想公共预算财政拔黎收λ

3225,00 二、外交支出二、政府在皇金预算财It}发梁收入

33l,000,00 三、国防支d;三、上级补助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四、弓业收λ 13`3敌 ,11

286,270.41五、经营收λ 五、敢膏支出

36 25,87laa,e4 六、科学技术支出
^、

阱日单位上缴收入

七、文化旅漭体膏与传湃支出 31 15,60七、其他收入 3,807,39

38 12,131,39八、社会保陴和就业支出

39九、卫生键康支出

io +、 节能怀俣支出 40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212

4a13 十三、交通运铺支出

1|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 30,0⒑15 十五、商业职务业等支出

4616 十六、全】】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7ll

ls 十八、自然资瀑海洋气象等支出

49 9,4砭a.o6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20 二十、橇油物资储备支出

:|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5.0022 二十二、其他支出

23 二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24

25

26 3o7,aoo,91 本年支出合计 001,971,41本年收入合计

结案分自: 1,969,25用事业星空弥补收支差额 21 1,179,25

5,215,42年初结转和结余 ∶: 6,095,92 年未结特和结余

29

凶 计 a15,216,o8:‘ 计 a口 315,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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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决算表
公开o2表

笪位;万元部门:青 岛市敬0局 (汇总) 2o19年 度

上级补助收公 ●业收人 轻君收入 嘟口0位上0收 入 #佗吆λ叻备分突

科目臼冯

aO1,ao o.9! 289,030.lo 〗a8.c● 3,BO1.39

20t -△公共I务支出 20.08

20】 29 0众团体事务 l1.00 l1.00

20129σ2 一想行:it理●务 !1.00 11,00

20】 99 赏白一自公共r穷 ☆出 9.08

2019999 拜{j一 殁公共田分支出 9.Oa 9,08

205 扌自支出 2B5,609.9! 267,aa9.lo !,,0‘ 4.17 laa.64 a,Bo1.a9

20501 铰自管唾夺钤 9,Bl1.08 9,693.s‘ !BO.24

20:0.0∶ 行II运 s 3,7‘ 2,^8

∶∶sO,田 8伫分日召理平秀束出 ⒌928.06 18024

20502 省△0膏 ll(,260.50 !03,754.68 1,195.Oa !:8.6( a,161.】 o

∶∞0201
=ln|l目

1,521.00 868.37 sl9,95 134, 7a

∶CsC20∶ 小字级口 lsn.no l$000

205020a 硐中级日 6.712.00 6.698,80 13.20

2tsC204 高中独自 99,683.42 9%Ola.63 氵,678.13 laB.c4 2,790,02

2)50205 蕊等效日 2.98‘ ,8⒗ 乙986,8⒔

2050299 笙亻0吾 Ⅱ额自支出 轧201.16 乙987.02 220.14

20503 0业女自 82,a2a.6o 】8,8(3.aa !'0【〗0.00 2.519.8( 460.09

2osOaO2 中专|I日 2,,92.09 ⒉ali.77 0,32

2CsO30( 71,804.46 氵%809.Oa 2.609,93 46s.(4

s.941.13 4,叹 t,la !,000.00

2,765.92 2.751.● 0 9^0 4,62

20501 99降 |l自 1.B2

20st。 Ol 6,0s(.70 6.462.88 1,82

20509 级自】m1●空D的支出 66,996.11 6‘
'996.10

205090] 炽市中小竿佼nn设 li.074,‘ ! 17,074.51

2050904 坡市中小宁欲竿谈油 4.49(.(5

205∞ Os 中等职业竿lk欲 +设比 12,084,52 12、 碉4.62

2050999 其伯蚀口口时】F荧 M|的 支出 a2,742.57 32,742.57

20s99 1】 0致 自支出 1,581. 18 a,6‘ B.86 3.B0

20ss999 5`233.87 1,s81.】 8 a,o$,8o

206 自字值本支出 25.al

20699 其0H争校术支出 25.87 25.87

25.87

20i 文化吹走路日与传■点出 lb.60 15.50

文化0】 虫I 15.60

2070199 芦佗文化知谀B支出 】5,60 ls 60

208 让会备口和田业支出 12,ls1.39 12.Is1.a9

20805 行It辛 it中 位由t许 】2,】 31.39 !2,la1.ag

2oao5α5 机天了业中位△亦,,毛 炽睁纷女支出 l乙 08208 】2,082.08

2omst6 机关吊业中位职业年会嫩云大出 49,31 49.ai

216 Π业日秀业备支出 ∶n,oo

2】 606 易9I次 日r秀文出 aO.oo

∶“0sp9 9∶ 00

221 住哼喀0支出 9,● 4a.o仓 9,4(3.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143.06 9,‘ (3.n6

221020∶ 住房公四垒 9,(4· .0‘ 9”。a,oa

229 其电爻出 25.01 25.00

22960 匆票公营念女许的支出 25.00

22960na 昀于体日△业的彩I公由全支出 25,00 25.00

注:本表反映部il本午瞍m行的备项收入带跏

1̄1ˉ

「二二二彐

— J— 」



支出决算表
公开o3来

部门 : 2o19年度 单

目项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细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娜r中位
补助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1日码
科目名称

拦次

19I,013.· 】0 !10.098.a2 59.69计 aO?,971.4!

201 一饮公共田务支出 20~08 】9.08 1.00

20129 唇众团体事务 !】 .00 10.00 1.00

10,00 1.002012902 一欣行政管理事务 l1,00

20199 其他一侄公共Ⅱ务支出 9.08 9.08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08 9.08

!!0,006~45 59~69206 教育支出 286,270~tI I lI5.80日 ~20

!0,095.0520501 致高管理事务 I0,095.06

∶∶
=-∶

|1~ 行政运行 3,762.78 0,762.78

2050199 其他教高管理事务支出 6,332,67 6,332.67

20502 89,968.98 25,874~37 59.69台△饮自 !15,903.00

2050201 字前额胃 1,621,06 !,447.41 73,65

2050202 小字教育 150.00 150.00

715.砭 o 59,692050203 初中教育 7,071,56 6,296.17

海中祯胃 !00,966.52 79,703.91 21,262.6220sO204

2050205 高等教膏 2,986.86 2,986.86

2050209 其他耆通教育支出 3,207,0‘ 2,521.20 685.84

20503 职业教育 81.450.35 66.529.22 !‘!,925~:0

2,296.】 7 15.002050302 中专教胃 2,al1,77

2050004 职业高中教育 71,286.76 61,326.07 9,961.68

2050305 高等职业教膏 6,039,16 98.03 0,901. 13

7,332050399 其他职业教育支出 2,816.68 2,809.35

特殊教育 5.ao7.1o 1.la△ ~6o20507 6.484.70

2050701 将璐学校教育 6,480,73 6,347.l0 !,137,60

20sO9 软自】nI【 加女排的支出 66.996.1 tl 66,996.10

2050903 城市中小学校舍狂设 】7,070,6! 17,074.6】

205090(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4,490.45 0,090.龟 5

2050905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2,680,52 12,684.52

20s0999 其他教育蚕附加安排的支出 32,702.67 02,702.57

20599 其佗教膏支出 5,:〕 36~70 0,8(i:).△ 9 1.△ 70~20

20弓 9999 其他教育支出 5,ao6.io a,863.49 1,473.20

206 科字技术支出 25~87 26~87

20699 其他科孚技术支出 25.8I 26~87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5,87 25.87

207 文化饮法体育与传扭支出 15.60 15.60

2070I 文化和汝寿 16~60 〗5.60

2010199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5.60 !5,60

20B 社会仅口和鼓业支出 12.I01~39 12.ia1.39

20805 行Ik事 业单位茁通体 12,ia1.o9 !2.la1.39

2080606 机关事业单位其本衣毛保隙级及支出 】2,082.08 12,082,08

20806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全级多支出 o9.al 49.31

216 商业r务业等支出 aO.oo aO.oo

21606 涉外发展掇穷支出 30.00 aO.oo

2160699 其他涉外发展胭务支出 00.00 30,00

221 住房仅眸支出 9.403.06 9.4△ 0.06

22】 02 tI房 改革支出 9.040.06 9.ti0 a~06

22】 0201 住房公积全 9,4反 a.o6 9,040.06

229 其他支出 36.00 35.00
22960 形索公益全安II的 支出 25.00 25~00
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全支出 25.00 25.00

22999 其他支出 lo~oo lO.00

229990l 其他支出 10.00 10.00

■■■■■■■■■■■■
■■■■■■■■■■■■
■■■■■■■■■■■■

■■■
■■■
■■■

■■■
■■■
■■■

■■■■
■■■■
■■■■

注:本来反映留门本年度各项支出福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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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o4表

单位;万元奋局〈汇总)

注:本宋反映锣门本年度一想公共饮贺财政棱票和政府性基全强其财政拔霜的息收支和军宋络k绍 余t0况 ·

支   出收   入

行次 台1ˉ

一经公共强0咖l

泼聂

It府 |生 工全顶△讶
改拔欺行次 控箕溆

拦 次大

20.08-、 熔̄公共倾岁则敢拔欺 28%005.lo -、 一锻公共掇务支出 0! 20,08

32二、政府性旦全颁省财政拔票 25,00 二、9}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o3

四、公共安全支出 34

267,082,42五、教膏支出 35 267,0B2.42

)氵 25.a7 25.87六、科学技术支出

15,60七、文化旅分体日与传媒支出 al !5,60

aθ 12,la】 ,a9 !2,131.39八、社会保时和就业支出

九、卫生炷皮支出 39

1∶ +、 节侥环保支出 40

0111 +-、 l“乡社区支出

+二 、农艹水支出 《212

十三、文叠迄手支出 《01:

十四、类叛由探箔e等支出 44

30.00l弓 +五 、商业恶务it寄支出 45 3a.oo

16 十六、全:‘ 支出

+t`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i17

1: +八 、自然资原海洋in等支出 48

49 9,443.06 9,403.0619 十九、住房像时支出

:+、 抵油物资”0支出 so20

sl21 二十一、灾
=防

治及应ti理支出

25.00二十二、赏他支出 丐2 35,00 lO.0022

二十三、候务还本支出 5a23

二+四 、自务付息交出 54

5525

288,758.42 25.00苯年支出合计 56 288`了田.42本年收入合计 26 2的,oaO.lo

51 !,068,45 !,0胡 ,4527 821,7i年初财政拔浓给特和结余

58-、 一众公共倾△财政拔表 28 821,77

59二、I腑惟垦全顶省财政拔索 29

60 289,851,88 289,B26,88 25.00289,861,88 计
自

~计●

~

ˉ13-

14

2|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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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本年支出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拦次

lO8.526~BB计 288.158.42 180.231.55

20.08 19.08 1.00201 一众公共Ⅱ务支出

20129 府众团体事务 11~00 lO.00 1~00

2012902 一般行政管理r努 t1,00 !0.00 1.00

20199 其他一想公共r务支出 9~08 9.08

2019999 其他一般公共朋务支出 9.08 9.08

!08.460~00205 教育支出 26i.082~42 】58.622.42

20501 教育管理事务 9.690.84 9.690~80

2050】 01 行政运行 3,762.78 0,762,78

2050199 笪他放自管理奉秀支出 5,928,06 5,928,06

20502 普汪教自 lOa,5o8~oo 79.579~66 20,928.44

73.652050201 学前额育 ec8.37 】94,72

2050202 小字放曰 150,00 lsO.00

2050203 初中教自 6,698.80 5,983,00 715.40

2050200 嵩中敛自 89,816.95 70,477,02 19,309.54

2050205 高等教育 2,986.86 2,986.86

2060299 其他普通执膏支出 2,987.02 2,324,02 663.00

2050a 职业教膏 △8.8衽 0~a8 63.918~II 14.:124~Ol

15,002050302 中专数肓 2,311.77 2,296.77

2050304 68,839.08 9,961.16职业高中教育 58,877,93

2050305 蒿等职业教育 0,90】 .13 0,9《 !.13

2050399 其他职业战日支出 2,751.40 2,740.Ol 7,33

20507 特殊教育 6.462.88 5.325.28 】.13△ ~60

2050701 莳臻芋校教自 6,462.88 6,326.28 1, 137.60

20509 教育费”加安分的支出 66.996.10 66.996~】 “

2050903 城市中小学校合进授 】7.074.61 17,07‘1.6】

2050904 城市中小学敌学设施 4,494,45 4,494.‘ls

2050905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磴施 】2,684,52 12,68龟 ,52

2050999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32,742.67 32,742.57

20599 其他教育支出 !,581.18 lO1~97 1.470~20

2059999 其他教育支出 !,581.18 !07,97 1,473.20

206 科字技术支出 25~81 26~87

20699 其他科字技术支出 26.87 25.87

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25.87 25,87

201 文化恢击体育与传露支出 15~60 15~60

20701 文化和次茁 15~60 15~60

2090199 其他文化和旅漭支出 15.60 15.60

208 社会仅口和贫业支出 !2.!01.39 12.la1~39

20805 行及事业羊佼品逶你 12.ia1.39 12.13I~3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工本养老保睑级费支出 12,082.08 12,082.08

2080506 机关事业△位职业年全缴费支出 49.3】 og.a1

216 有业r务业等支出 o0.00 aO~oo

21606 涉外发展r务支出 30.00 00.00
2160699 其他涉外发展搬务支出 30.00 00.00

221 住房僳渖支出 9.443~06 9.44a~o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9.403.① 6 9.443.06
2210201 住房公积全 9,400.06 9,400.06

229 其他支出 !0.00 10.00
22999 其他支出 lO.00 】0~00
2299901 其他支出 10.00 ‘0,00

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2o19年

公开o5表

单位 :万元门 :青 市

注:本表反映潮门本年度一琅公共顸育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o

1̄4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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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经1 么用经费

唰
胴
蝴

9l巨 拄钚 t苴数
经|i”

尖
`自明码

,'=名 F 丰0r
“一
一一
吐#

;莒 r

唇务利息及如用支出I资裙利支出 l幻,09⒏ 46 an2 商品相昭务支出 42.111.a2 3】 7

auitl 国内信号1怠,Oml 星市I资 s⒑ ,2】 6.93 办世费 :?】 ,45

囡|l侄分付皂,Ol0∶ 至社:)歼
|⒗ )0△ ,:含 ∶;F 17.T1 ,ε

in∶

m,‘ 1 刍∷.::=:‘巨讠:要

=:.:=;:吞
I

lt1〔 ‘ .· ●∶:葵
王f费 F,∶ :

slo 资本性支出 1:⒌ 8B绦煎I资 (‘
)11仓 ,⒙ 2 l9∶ (5 :赛 71,$|

21⒐ ;a al⑾ | 房屋注环韧购建301m 机天事业单位星本蒂老惧狯”猫 12)0((,2‘ :〗 :9‘ 电瑟

】1.80 alm2 加公ll备钼膏 8⒍ ls
)ε lr, 职业年全经费 (a.,9 宙|电葵

弈三垦万臣厅碌法申1 瑰 买 t用 o¤终王
亘:· ∶氵 :̄∶。

llll 1分吴医疗’}廾扌弘
”
△莒{:葵

24⒐ 25 alm⒗珈 |: 苴句社会保陴弦叠 1,】 21,;2 :mli 差岱费

9100’ :△  ∶̄
^i :∶

I· ’∶ 21.34anlla 住房公识全 9)((⒍ (2 :n212 因世出国(馈 )1用 |⒐ l(

alcOa 护芡岫白3m14 医疗费 ]0,91 ;0213 .r;=霹 :a⒏ o9

土地’̀传|)1吵 甘招I交涅利大出 t实买 a⒌ 99

lO.11 9lOit 责垩:.9
∶

"
冫  <歹置r).^ 14)自 :;.90 台,蜘

l;⒌ ∶‘31011‘aotl 离“葵 ⒗i·

,;9

2,17 01C12 拆迁)}偿‘)1t: 退伙蚕 12)⒑ 铷,a9 m211 ‘秀盛衍蚕

aO21a 专用材料痴 157.52 alOla 公务用车陶王amO] 退职(役 )爽 a,2|

i:=ˉ∶≡
=

alOlu Ξ·lˉ 熏
^呈ˉ罟

it王 s⒍ ‘o 〕0[:(

=:'∶
.辜 ∶,Ⅱ主舌:i

=^露 a lg1,75 9||t1 =:==1ˉ
吾

r·售

8,9仓〕m21 委托业秀氏 i1.i⒙ ll[1| 笪佗资本性支出9ω∶i 医疗要补助 1,m2J】

slO,sl ;12 对企业}}妙9ω tB 助字金 9.29 30228 I会经痴

a1⒛∶ 资本全注入芟昆至 o,Ol ,Ⅱ
’̌ 福奸案

∶f冫 一乏 △ ∷̄“ :=∶:’茫:∶ 吏
2|ilt

△;号 :i:<̄=三葵:三.~ii ·i.歹
I:^’ 扌

~∈ ∶ik
;:三 i∶ iˉ∶紊≡

al⒓ 99 其他对企业补助:0∶ 99 这“商品枉1阝支出 a⒍ 息o5,18

璧佗支出

喟与

国家作生宓男荧
=

本民自丰莒树驵F和Ⅱ众丝言自绝织)`u

直他支出

42.sO1,20兮用经香合计人员经费合计 lm,124.35

一股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201眸

公开06表

单位I万元部门:青岛市敌盲局(汇总)

庄:本表反陆部il本年度一俊公共预奋钭助拔害基本支出屏姻蜡私

1̄5ˉ



机

一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表

部门:

主:1,本蔑反呋口n本年度
‘
三公

日
经1支出预决审常知其中:顶审蛋为

‘
三公

’
经1年初预算狰,决 0浊是包括当年一投公共预审财】拔票和以常年度结转赏全安捧的买目支出。

2,本裳反呋
“
三公

’
经1支出帝决0l况包售市教育局本级伽6个局日事业单位o

帕茸熔 ∶艄截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葵

小计
公务用车钼嚣公务用车运行 公务接待费合计

因世出国
(境 )】 小计

公务用车t嚣 公务用车运行 1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肩 l葵

266,21 141.00 m⒐ 71 15.st 538,51 480,06 53.Ol m,Ol 5,50109,ll ■■■■■

1̄6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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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o8表

部门;青岛市鼓育局(汇总)

注:本素反映事门本年度政府性基全相育财政拔票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谓况,

201

诵

` 本年支出

功能分关

科目编冯
杜目名称

年初结怡和箔余 本年收λ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

拦次

25.00 25,00计 25.00

25,00229 其佗支出 25,00 26,00

22960 彩票公益全安打的支出 25.On 25.00 25,00

2296003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全支出 25,00 25,00 2⒌ Bo

■■■
■■■
■■■
■■■

1̄7ˉ



第三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和重要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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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 度 收 入 总 计 31521⒍ 08万 元 ,支 出总 计

315216.08万元。与 2018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51169.61

万元,增长 19.38%。 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增加,相应支出增

加。

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315216,08

320000

300000

280000

260000

240000

220000

200000

2018年 2o19年

(二 )收入决算情况

2019年度本年收入 307340.9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

入 289030.1万 元,占 94%;事业收入 13364,77万元,占 4%;

其他收入 3807.39万 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138.64万 元、

上级补助收入 1000万元,合计占 2%。

1̄9ˉ



收入决算结构图

事业收入

4%

其他收入、附属单位

上缴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

2%

■财政拔欷收入

o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附属单位上嫩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

(三 )支出决算情况

2019年度本年支出 307971.41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197413.4万 元,占 64,1%;项 目支出 110498.32万 元,占

35.88%;经 营支出59,69万元,占 0.02%。

支出决算结构图

经营支出

o.02%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经营支出

20

`
`

¨‘■

才政拨款收

94%

J
毖本支 出

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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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

单位 : 万 元

289851.88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looooo

50000

o

2o18年 2o19年

237112 ss

(四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289851.88万 元。与 2018

年 237112.55相 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52739.33

万元,增 长 22.24%。 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

相应支出增加。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计 289851.88万 元,其 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89005.1万元,占 99.7%;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 25万元、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821,77

万元,合计占 0.3%。

2019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289851.88万元,其 中:

教育支出267082.42万 元,占 92,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131.39万 元,占 4.19%;住房保障支出9443,06万 元,占

3.2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08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5.8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5.6万 元、商业服务业等

支出 30万元、其他支出35万元,合计占0,04%;年末财政

拨款结转和结余 1068.45万元,占 0,37%。

2̄1ˉ



(五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8758.42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3.76%。 与2018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237082.55增加 51675.87万元,增长 21.8%。

主要是项目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结构图

住房保够支出

3,269()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
o.379‘

社会保时和 就业 支

出

4.19% 一股公共服务支

出、科学技术支

出、文化旅游体肖

与传媒支出、商业

服务业、其他支出

o.o49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图

单位 :万 元

288758.42

300000

250ooo

200000

1sO000

100000

50000

o

2018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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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8758.42万元 ,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教育支出267082.42万 元,占 92.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131,39万元,占 4.2%;住房保障支出

9443.06万 元,占 3.27%;科 学技术支出25.87万 元、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20.0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5.6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0万元、其他支出 10万元,合计

Ji· 0.03%。

3、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9年 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年初预算为

330135.76万 元,支 出决算为 288758.42万 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87.5%。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财政批复给我部

门的预决算口径不一致,部 门决算中未包含预算批复的拨付

高校的高校共建专项资金、拨付交运集团的校车运营补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图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4,20%

住房保障支出

3.27%

一股公共服务支

出、科学技术支

出、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

商业服务业、其

他支出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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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区市的专项资金、拨付外系统及行业办职业学校的生均

公用经费、拨付民办学校的专项资金等。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 (类 )群众团体事务 (款 )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 (项 )。 主要反映用于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 出决算为 11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主要原因是决算数包含市妇联拨付给 2中 、15中 等 7所学

校的家庭教育、幸福婚姻家庭、文明家庭及平安家庭创建工

作经费。

(2)一般公共服务 (类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款 )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项 )。 主要反映用于一般公共服务

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 出决算为 9.08万元。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决算数包含其他部门拨付资金。

(3)教育支出(类 )教育管理事务(款 )行政运行 (项 ):

主要反映教育部门机关行政运行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3342,38万元,支 出决算为 3762,7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2.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局机关人员经费增

加。

(4)教育支出 (类 )教育管理事务 (款 )其他教育管

理事务支出 (项 )∶ 主要反映我局直属事业单位 (不包括学

校 )的 日常运行支出。年初预算为 5337,39万元,支 出决算

为 5928.0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1%。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5)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学前教育 (项 )∶

2̄4-



主要反映局属幼儿 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

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868.37万元,支 出决算为 868.3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6)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小学教育 (项 )∶

主要反映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投入小学教育的项目支出。年

初预算为 368.4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40.7%。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有拨付

区市的专项资金,决算不在我局部门决算中反映。

(7)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初中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初中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

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5826,91万 元,支 出决算为

6698.8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5%。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

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8)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高 中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普通高中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

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76671.95万 元,支 出决算为

89816.95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7%。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9)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高等教育 (项 )∶

主要反映高等教育重点学科共建、高校困难学生助学金等项

目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49560万元,支 出决算为 2986.86万

元,部 门决算批复数占年初预算批复数的 6%。 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有拨付驻青高校的专项资金,决

算不在我局部门决算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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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其他普通教育支

出 (项 )∶ 主要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普通教育方面

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1947.94万元,支 出决算为 2987.02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3%。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决

算中包含上级拨付义务教育中央专款,此项经费年初无预

算。

(11)教育支出 (类 )职业教育 (款 )中 专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中专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

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1811.61万元,支 出决算

为2311.7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7,6%。 决算数大于预算

数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12)教育支出(类 )职业教育(款 )职业高中教育(项 ):

主要反映局属职业高中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

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65680.36万 元,支 出决算为

68839,08万 元 ,部 门决算批复数 占年初预算批复数的

104.8%。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13)教育支出(类 )职业教育(款 )高等职业教育(项
)∶

主要反映高职院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

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5011,8万元,支 出决算为 4941.13

万元,部 门决算批复数占年初预算批复数的 98,6%。 决算数

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有拨付有关高职院校的

专项资金,决算不在我局部门决算中反映。

(14)教育支出 (类 )职业教育 (款 )其他职业教育支

出 (项 )∶ 主要反映我局直属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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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2082.63万元 ,

支出决算为 2751.4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2%。 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15)教育支出 (类 )特殊教育 (款 )特殊学校教育支

出 (项 ):主要反映局属特殊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

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 5687.59万元,

支出决算为 6462.8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3.6%。 决算数

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16)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城

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项 ):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安排的专项支出。年初预算为 17682.7万元,支出决算

为 17074.61万 元,部 门决算批复数占年初预算批复数的

96.56%。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基建维修工程决算审

计有审减。

(17)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城

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项 )∶ 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安排的专项支出。年初预算为 4494.45万元,支出决算

为4494.45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18)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中

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项 )∶ 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安排的专项支出。年初预算为 14512,88万 元,支 出

决算为 12684.52万 元,部 门决算批复数占年初预算批复数

的 87,4%。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有拨付

其他职业院校的专项资金,决算未在我局部门决算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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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其

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项 ):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安排的专项支出。年初预算为 40298,61万 元 ,

支出决算为 32742.57万元,部 门决算批复数占年初预算批

复数的 81.2%。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有

拨付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岛市帆船运动管理中心等资金 ,

决算不在我局部门决算反映。

(20)教育支出 (类 )其他教育支出 (款 )其他教育支

出 (项 )∶ 主要反映我局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年初预算为 6091.71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81.18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26%。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预算批复中

有拨付交运集团校车运营补贴经费,拨付青岛广播电视大

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资金,决算不在我局部门决算反映。

(21)科学技术支出 (类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款 )其

他科学技术支出 (项 )∶ 主要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用于

科技方面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25.87万

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决算数包含其他部门拨付

省级人才建设资金。

(2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类 )文化和旅游 (款
)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项 )∶ 主要反映用于文化和旅游方面

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 出决算为 15.6万元。决算

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决算数包含其他部门拨付海军节

活动经费。

(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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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 ):主要反

映教育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13767.26万元,支 出决算为 12082.0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87.76%。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增加。

(2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项 ):主要反映教

育部门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9.31

万元,支 出决算为 49,3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2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类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款 )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项 )∶ 主要反映本年财政安排招商

项目经费。年初预算为 30万元,支 出决算为 30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0%。

(26)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公

积金 (项 )∶ 主要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

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年初预算为 9011.51万元,支 出决算为

9443.0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4.8%。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经费增加。

(27)其他支出 (类 )其他支出 (款 )其他支出 (项 )∶

主要反映不能划分到具体功能科目中的支出。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 出决算为 10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

此项经费为上年结转,用 于 PPP项 目前期工作经费。

29



(六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80231.55万

元,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人员经费 137724.3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助学金、

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42507,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

费、差旅费、因公出国 (境 )费 、维修 (护 )费 、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招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

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

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

况

1、 “三公”
经费支出情况及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经费决算数为

538.57万元 (含局机关及 46个所属预算单位 ),其 中:因

公出国 (境 )费用 480,06万 元,占 89.14%;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 53.01万元,占 9,84%;公务接待费 5.5万元,

占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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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

”
经费支出决算结构图

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
9.84%

公务接待费
1,o2%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三公”

经费决算数比

年初预算数 266.27增 加 272,3万 元,主要原因是因公出国

(境 )费用比年初预算数增加。其中:因公出国 (境 )费用

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339.06万 元,主要原因是有两批出国培

训团组,一是中小学骨干校长领导力提升培训因外办审批原

因,由 2018年底调整为 2019年初组织培训,二是职业院校

教师素质提升境外培训为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央

专项资金,2018年结转到今年继续使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56.7万 元,主要原因是贯彻落

实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公务用车数量减少和部

分公务用车停驶。公务接待费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0.06万元,

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控支出。

2、  ‘‘三公”
经费支出相关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 (境 )费用指单位公务出国 (境 )的 国际

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

费等支出。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青岛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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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单位,因公出国 (境 )团 组 20个 ,累 计 110人次。开支

内容包括: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公杂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含车辆购置税 )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2019年度青岛市教育局等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购置公务用车 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3.01万元。主要

用于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2019年度青岛市教育局等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

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31辆。

(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

外宾接待 )支 出。2019年度公务接待全部为国内公务接待 ,

主要用于接待前来调研的 内其他城市人员,共计接待 40

批次,540人次,其 中外事接待 5批次,209人次。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万

元,本年收入 25万元,本年支出25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万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其他支出 (类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款 )用 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项 )。 年初未

安排批复预算,支 出决算为 25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

要原因是本年财政安排三十九中项目资金。

玉

-32ˉ



二、重要事项说明

(一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767.64万元,比

2018年 718.85增加 48.79万元,增长 6.8%。

(二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19年度,政府采购金额 41383.3万 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金额 18790.3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金额 12624.29万

元、政府采购服务金额 9968.69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

额 2814.05万 元,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6,8%,其 中:授予小微

企业合同金额 765.76万元,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1.9%。

(三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9年底,本部门共有车辆 85辆 ,其 中,符合规

定的领导干部用车 1辆、机要通信用车 1辆、应急保障用车

1辆、其他用车 82辆 ,其他用车主要是学校班车;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44台 (套 );单位价值 100万元以上

专用设备 9台 (套 )。

(四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预算部门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青财绩 〔2020〕 2号 )要求 ,

我部门组织对 2019年度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改善

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具体情况如下:

A.2019年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49749万 元,执

行过程中经调整,最终预算金额为 149745.69万元,包括 20

个项目、45个子项目,社 区 (老年 )教育三级机构建设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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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在年中预算调整时取消。从评价情况看,通过本专项资

金的实施,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的产出目标和效果目标,资金

使用绩效较好。

一是答好
“
教育公平卷

”,让每个孩子
“上好学

”。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60所 ,提供学位 1,2万个;完成 133所

小区配套幼儿 整治工作,占待整治幼儿园总数的 64%,保

证了入园高峰时期学位供给。新认定 110所市示范幼儿园,

更多幼儿进入公办普惠园就学。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46所 ,

增加学位 4,81万个。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

265所城区优质中小学与272所农村中小学实现课程、教学

和管理资源共享,15所高等教育机构与 61所 中小学校开展

结对共建、联合育人。

二是答好
“
教育质量卷

”,让每个孩子
“
都出彩

”。积

极推动学生发展
“
十个一

”
项目行动进课程、进家庭、进社

区、进评价,建立 100多 个项目库,出 台加强劳动教育、生

涯教育等指导意见,开发社会课堂手机 APP和 网络平台,配

套举办体育节、艺术节等展示活动,为 学生潜力挖掘、个性

发展提供平台。新增 22所 “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

51所 “
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

全市 359名 教师在全国、全省各类名优课比赛中获奖,

99名 普通中小学学生在全国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作文大赛

等各类比赛中获奖。夏季高考本科达线人数 1,91万人,比

2018年增加 727人。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比赛中,我市共获得金牌 32枚 ,位列计划单列市之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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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率先设立家庭教育处,创建了
“
家长大课堂

” “
家长面

对面
” “

家校合作网
”三个平台和品牌。全年共组织 3次市

级
“
家长大课堂

”,视频点击量超过 313万人次;组织市级
“
家长面对面

”
活动 188场 ,与 4.75万家长面对面交流 ;

109万家长参加
“
百万家长进校园

”活动。

市委市政府出台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

见,全面实施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和教职工 “三定一聘
”
改革,

充分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全面开展
“
双招双高

”
行动,

全年共招聘签约2019届公费师范毕业生 256人 ,占全省公

费师范毕业生总人数的 70%。 强化教师海外培训平台建设 ,

派出 48名 教师到英国、德 留学培训。4个集体、19名 个

人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20名 校长、39名 教师入选新一批

齐鲁名师名校长工程建设人选,位列全省之首。

三是答好
“
教育服务卷

”,让事业发展
“
有作为

”。形

成覆盖基础教育全学段的海洋教育课程体系,海洋教育特色

学校达到 100所 ,青 岛海洋实验室等多个项目获评全国
“
终

身学习品牌项目
”。100所 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成功

承办 2019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和第77届 中国教育装备展

示会。服务 15个攻势,新增大数据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

维修等 34个专业, “
3+4” 中职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培养和

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达到 1.37万人,占招生总数的 63%,比

2018年提高 10%。

进一步深化与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助力青岛高质量发

展,康复大学 (筹 )选址青岛并正式揭牌,中 国科学院青岛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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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园等 3个项目推进顺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岛国际科

教新城等 4个项目开工,引 进并正式运行的高等教育机构达

18所 ,累计培养研究生近 1700人 ,培训超 5000人次。启动

在青高校服务产业发展重点学科 (专业 )建设工程,重 点支

持 10个学科 (专业 )建设。全市中小学校与国外缔结友好

学校近 300个 ,全年接待 35个国 (境 )外团组 903人次来

青开展教育交流,安排 35个 出国 (境 )团组出访,共有 9500

多人次留学生在青学习。

B.2019年度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年初预算金额为

93296万元,包含 13个项目、115个子项目。在项目推进过

程中,我局在各专项内部进行了预算调整,调整后的预算为

93073.34万元,包含 13个项目、112个子项目,3个子项目

因各种原因取消安排,分别是中小学生应急安全体验项目、

“互联网+” 校园安全监控系统扩容升级项目、 “
人工智能

+” 实施试点和大班额委托评估项目。从评价情况看,通过

本专项资金的实施,较好的完成了年初的产出目标和效果目

标,资金使用绩效较好。

一是推动区域均衡优质发展,努力补齐教育短板。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 60所 ,增加学位 1.2万个;完成 133所小区

配套幼儿园整治工作,完成率 64%,保证了入园高峰时期学

位供给。新认定 110所市示范幼儿 ,更多幼儿进入公办普

惠园就读。全面实施小学生课后免费托管服务,惠及 21.7

万学生,基本做到需托尽托。投入 1.9亿元,新建 100所标

准化食堂,食堂覆盖率达到 94%。 投入近 1亿元,用 于支持

3̄6ˉ



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投入 4,7亿元,实现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全覆盖。

二是深化各项改革创新,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紧密对接

高考改革,组织编写《高中学科课程标准理解与实践》丛书,

加强教学研究、新课程标准培训和质量监测。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建立阳光校 创建制度,规范整合 14项综合或专项

评比项目,营造健康安全、和谐向上的育人环境。家校共育

形成新局面,坚持学校、家庭联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在

全国率先设立家庭教育处,印发实施 《家庭教育指导行动计

划 (2019-2021年 )》 ,创建了
“
家长大课堂

” “
家长面对

面
” “

家校合作网
”三个平台和品牌,宣传教育方针政策 ,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听取家长意见建议。市委市政府出台全

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实施教师薪酬制

度改革和教职工 “三定一聘
”

改革,充分激发教师工作的积

极性。

三是为城市发展赋能,努力打造教育强市。根据市委 15

个攻势部署,主动寻标对标,梳理确定 50项教育攻坚任务 ,

围绕
“
海洋攻势

”、 “
双招双引

”
和

“
高端制造业十人工智

能
”

等攻势,加强了教育方案的顶层设计,出 台了加快建设

全国海洋教育示范城特色市等实施方案,聚力攻坚突破。与

华为集团、清华启迪、科大讯飞、伟东集团等达成合作意向,

建成全国第一所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商汤科技人工智

能教育研究院,100所 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成功承办

了2019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和第77届 中国教育装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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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进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初见成效,服务 15个攻势,新

增大数据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维修等 34个专业, “
3+4”

中职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培养和五年制高职招生计划达到

1.37万人,占招生总数的 63%,比 2018年提高 10%。 高职院

校快速扩容,青岛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招生运行,青岛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调整列入山东省

“
十三五

”
高校设置规划,山 东文化产业学院主体工程完工。

四是解决热点堵点痛点问题,努力 应市民关切。通过

“三民
”活动、各类政务服务热线、民生在线、市长信箱、

局长信箱、政务短信、政务微信等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积极 应市民关切。将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小学生课后

托管等工作纳入市办实事,将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等建议

纳入 2019年的中考招生政策。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和特殊儿

童平等接受教育,义务教育初始年级安排随迁子女入学占比

达到 26%,山 东省第一所公办自闭症学校—青岛晨星实验学

校开始正式招生运行。出台引进高层次人才随迁子女入学

(入园)实施细则,让更多高层次人才安心落户。推动全市

690余所学校体育运动场所实现规范开放,满足群众健身需

求。大力推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积极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改

进教育服务,在全省率先实现高考体检无纸化、外语口语考

试网上预约,率先实行成人高考、研究生考试报名网上确认 ,

率先开发
“AI+5G高 考志愿填报网络智能咨询平台

”,为 学

生提供了多项暖心服务。

(2)绩效自评报告公开情况。根据 《关于进一步推进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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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 (青办发 〔2016〕 24号 )要求,在

评价工作完成后 20日 内,及时将绩效评价报告通过市政府

政务网站公开。

-39ˉ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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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拨款。按现行管理制度,部 门决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

教育收费等。如:青岛一中开展教学活动取得的学费收入。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青岛实验初

中举办食堂取得的经营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

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
“
财政拨款收入

”、

“上级补助收入”、 “
事业收入”、 “

经营收入
”、 “

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
”

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本年的
“
财政拨款收入” “

事业收入
” “

经营收入” “
其他收入”

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

基金 (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

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 )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指

事业单位动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收支差额的金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 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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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资金。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

得税以及从非财政拨款结余或经营结余中提取的各类基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

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

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单位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

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四、 “
三公

”
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

“三

公”
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

)

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

国 (境 )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 (境 )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 (含车辆购置

税 )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 (含外宾接待 )支 出。

十五、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

包括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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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六、一般公共服务 (类 )群众团体事务 (款 )一般行

政管理事务 (项):主要反映用于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十七、一般公共服务 (类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款 )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项):主要反映用于一般公共服务

的支出。

十八、教育支出 (类 )教育管理事务 (款 )行政运行 (项 ):

主要反映教育部门机关行政运行的支出。

十九、教育支出 (类 )教育管理事务 (款 )其他教育管

理事务支出 (项):主要反映我局直属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行

支出。

二十、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学前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幼儿

标的项目支出。

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目

二十一、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小学教育 (项 ):

主要反映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投入小学教育的项目支出

二十二、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初中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初中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

目标的项目支出。

二十三、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高中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普通高中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展

一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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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项目支出。

二十四、教育支出 (类 )普通教育 (款 )高等教育 (项 ):

主要反映高等教育重点学科共建、高校困难学生助学金等项

目的支出。

二十五、教育支出 (类)普通教育 (款 )其他普通教育

支出 (项):主要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普通教育方

面的支出。

二十六、教育支出 (类 )职业教育 (款 )中专教育 (项 ):

主要反映局属中专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

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二十七、教育支出 (类)职业教育 (款 )职业高中教育

(项):主要反映局属职业高中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

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二十八、教育支出 (类)职业教育 (款 )高等职业教育

(项):主要反映高职院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完成事业发

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二十九、教育支出 (类 )职业教育 (款 )其他职业教育

支出 (项):主要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职业教育方

面的支出。

三十、教育支出 (类 )特殊教育 (款 )特殊学校教育支

出 (项):主要反映局属特殊教育学校的日常运行支出及为

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三十一、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

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 (项):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

城市中小学校舍新建、改建、修缮和维护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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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

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 (项):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

改善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的支出。

三十三、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

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 (项 ):主要反映教育费附加安排用

于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设施的支出。

三十四、教育支出 (类 )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款 )

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 (项):主要反映除上述项目以

外的教育费附加支出。

三十五、教育支出 (类 )其他教育支出 (款 )其他教育

支出 (项 ):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三十六、科学技术支出 (类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款 )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 (项):主要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用

于科技方面的支出。

三十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类 )文化和旅游 (款 )

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项):主要反映用于文化和旅游方面

的支出。

三十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 (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项):主要

反映教育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三十九、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 (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项):主要反映

教育部门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四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类 )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款 )

其他涉外发展服务支出 (项):主要反映本年财政安排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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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

四十一、住房保障支出 (类 )住房改革支出 (款 )住房

公积金 (项):主要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

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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