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省委省政府对昆工提出的明确要求，拟通过重点支持环境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等少数重点学科，以期突破学校一流学科建设；通过重点保障高
端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用以保证学校人才队伍建设；通过适当改善学校教学科研环境条件、推进绩效分配考核改革等，用以保障深化学分制的完全实施，保障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向上的教
书育人环境建设的稳步提升，一步步接近并尽快达到创建“双一流”的目标。根据《云南省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和《昆明理工大学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方案
》相关文件精神，昆明理工大学拟围绕冶金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等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实施有色学科群登峰计划、高端人才引进与培育计划、国家重大奖励培育计
划等项目，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力争在新一轮“双一流”遴选中实现一流学科的突破。经细致测算，2021—2025年需至少增加经费投入25亿元，即每年增加学科建设经费2.5亿元，人才引进和
培育经费1.6亿元，学校建设运行经费（包括适度改善教学环境条件）0.9亿元，2021年申请项目资金5亿元，项目依据充分、合理。

聚焦冶金工程、生物学两个目标学科，围绕2个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分析测
试研究中心共享平台、6个工程研究实验室（中心），购置和自制了一批科技创新必需的设备，逐步搭建
起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引进高水平博士146人，其中高层次人才65人，支撑相关学科科研教学水平提
升，逐步构建起与“双一流”创建目标相符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搭建起一批高水平课程、校内外实验共
享平台，立项一批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学科竞赛项目，教学基本条件得到改善，高水平人才培养效果显
著；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6.4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科技奖励 >= 3 项 5 3.00 3.00 相关学科数据，非全校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博士后 >= 5 人 5 2.00 2.00 相关学科数据，非全校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博士研究生 >= 25 人 30 2.00 2.00 相关学科数据，非全校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养硕士研究生 >= 200 人 230 2.00 2.00 相关学科数据，非全校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级以上科研项目 >= 20 项 23 2.50 2.50 相关学科数据，非全校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B类学科 >= 10 个 0 0.50
教育部暂未公布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预计将于
2022年正式公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SI前1%学科 >= 3 个 6 2.00 2.00 存量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以上项目 >= 25 项 50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请/授权国家专利 >= 50 项 75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SCI/EI/CSSCI等高水平论文 >= 300 篇 420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遴选学科团队 >= 1 批 1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内外实验共享平台 = 10 个 10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 15 项 58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在线课程 >= 15 门 40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系列核心课程 >= 2 项 47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 30 项 159 2.00 2.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优质生源基地 >= 3 个 3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学科竞赛 >= 1 项 30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博士后人员 >= 55 人 44 2.00 1.60
博士后招收具有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受平台、学
术资源和合作导师需求等因素影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各类师资培训 >= 200 人次 246 3.00 3.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 80 人 24 1.00 0.30

2021年度，云南省未组织开展云南省科技领军人才
、云岭学者等14个人才专项选拔，以致14项省级人
才新增数为零。2022年将启动“兴滇英才支持计划
”遴选，将会对年龄基本条件放宽至2021年度，可
以适当改进2021年度省级人才新增目标偏差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引进博士 >= 101 人 144 3.00 3.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课程中心 = 1 个 1 3.00 3.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 = 1 项 2 3.00 3.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认证（评估）专业 >= 44596 个 5 4.00 4.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一流专业及课程建设 >= 50 个 71 4.00 4.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学科团队中期检查、结题验收 >= 0.95 % 95 1.00
学科团队检查中期检查、中期验收项目延迟至2022
年3-4月开展。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体系 = 2 项 6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双万计划 >= 10 个 15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教学荣誉体系 = 1 项 2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成绩查询打印系统 = 1 个 1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教学成果奖培育 >= 44849 项 20 3.00 3.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课程思政 >= 10 项 16 3.00 3.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招生宣传点 >= 20 个 30 8.00 8.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万人计划 <= 5 个 0 2.00 1.00 云南省未启动该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6.4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工业干部学院培训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0.00 500.00 496.53 10.00 99.31 9.9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 500.00 496.53 99.31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全年计划完成主体培训16期,送教下乡10期。 全年实际完成在校主体培训18期，送教下乡10期。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期数 >= 16 期 18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数 >= 940 人 2076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完成送教下乡 >= 10 期 1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课程设计满意度 >= 90 % 9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学质量满意度 >= 90 % 9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9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偿还债务本息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 2,000.00 1,806.08 10.00 90.30 9.0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2,000.00 2,000.00 1,806.08 90.3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贷款协议，按期偿还外国政府贷款本金、偿付利息及有关费用，直到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全部清偿为止，维护国家信誉，维护学校信誉，维持学校稳定和发展。 2021年按期偿还外国政府贷款本金、偿付利息及有关费用，维护国家信誉，维护学校信誉，维持学
校稳定和发展。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偿还贷款本金 <= 1750 万元 1695.19 25.00 25.00
汇率变化导致预算数与执行性存在偏差，今后在
测算时重点关注汇率变化对还贷本金的影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偿还贷款利息 <= 250 万元 110.89 25.00 25.00
汇率变化导致预算数与执行性存在偏差，今后在
测算时重点关注汇率变化对还贷利息的影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国家信誉 = 债务违约风险 % 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学校信誉 = 债务违约风险 % 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贷款银行满意度 = 1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0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教学科研运行运转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教育厅 实施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6,000.00 26,000.00 28,802.77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26,000.00 26,000.00 28,802.77 100.0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促进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增强学校条件设施，提升学校软实力，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为各学院、部门教学、科研提供强有力保障，为
学校“双一流”大学提供强大的硬件支撑。2.稳步推进学校深化学分制改革工作，按流程尽快完成“课程管理中心”的设置，健全管理服务机制和保障配套措施，为建设一流课程
、一流专业、一流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础。

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规模的货物及服务采购需要,满足教学任务、科研项目、学
校日常工作管理的货物及服务采购需求。新增校企合作项目471项，横向科研经费到款13000万元
；力争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146项，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新增1
项；资助校内科研管理培育项目15项；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配套经费
)教师类项目20项，研究生类项目8项。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7.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110 项 146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校企合作项目 >= 200 项 471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国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新增 = 4 项 1 5.00 2.00 因疫情影响科技交流，导致项目申报数较少。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ESI 前1%行列 >= 3 个 6 5.00 5.00 存量数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省部级科技奖励 >= 10 项 1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 >= 44563 项 3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横向科研经费到款 >= 6000 万元 1300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内科研管理培育项目 >= 15 项 15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育厅基金项目校内配套教师类项目 >= 20 项 20 5.00 5.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教育厅基金项目校内配套研究生类项目 >= 8 项 8 5.00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4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共享入网率 > 85 % 85.15 7.50 7.50

设备老化程度加大，很多设备的精度已达不到
分析检测要求，不适宜共享，加之部分新购设
备尚未纳入共享。后期，将加大新购仪器设备
的共享力度，督促学院积极上报，做到达到共
享条件，必须共享。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获国家授权专利 >= 300 项 1892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毕业博士生 >= 100 人 117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毕业硕士生 >= 2500 人 3158 7.50 7.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生对实验课程的满意度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足教学程度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7.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