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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主要职能：培养体育人才、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育专项运动；全市青少年体育队伍选拔、

注册等。以训练为中心，以教学为基础，以就业为导向，以

管理为杠杆，以服务为保障。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等

全面发展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校办学以初中阶段

教学为主，在校学生不少于 500 人，在册职工不少于 50 人。

（二）内设机构学校行政领导设校长 1 人，指导员 1 人，

副校长 3 人，副指导员 1 人；行政下设办公室、财务科、

训练科、教学科、器材科、总务科，工会；校级领导和部门

负责人按照“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在校长的领导

下履行规定职责。

二、工作任务

（一）学校管理

1.加强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开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落实《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开展敬业爱岗教育，小

学、初中、职中三个学段 21 个教学班教学秩序有序衔接，

管理规范。

优化专业布局，激发办学活力，拓宽办学路径，在“运

动训练”、“体育休闲服务与管理”、“体育设施与经营”三个

专业基础上，新增“计算机应用专业”，为运动员上学和就



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市级青少年

体育运动学校，争取各级教育、财政、体育资金支持，努力

改善办学条件，增加训练设施采购投入，做好了陕西省中职

学校“双达标”验收前的硬件及国家体育总局“国高基地”

迎检的准备工作。

2.认真学习《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2021-2024）认定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先后选派教练员赴浙江、山东学习，并邀请国家高水平体育

后备基地评估组组长鲁健专家来校指导，完成了国高基地认

定所需的资料。

3.制定了《渭南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量化考核管理办

法》，加快了学校发展，明确了岗位职责，激励了全体教职

工的敬业意识，调动了大家工作积极性，做到了“事事有人

管，时时有人干”。

（二）训练工作

1.负责牵头组建备战参赛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28 个

项目，召开备战工作会议，签订《参赛任务目标责任书》，

开展集训和制定参赛方案，共有 744 名运动员、158 名领队、

教练员、工作人员、队医参加了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2.以“体教融合”文件为契机，利用春季和秋季分别在

大荔、合阳、澄城、富平、华县、蒲城、临渭区等 7 个县 60



余所学校开展选才活动，为第十八届运动会储备优秀体育后

备苗子。

（三）后勤保障方面

1.对学校操场围栏、训练馆取暖降温设施、运动员宿舍

进行维修。完成计算机教室的改建和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作。

新建计算机机房两处，共计新增各类计算机 140 余台。

2.做好日常后勤保障，服务运动队训练。开展了消防维

保，完成校园维修改造工作，训练馆一楼加装了空调，并从

体育中心接了一条低压专线，保证日常的电力供应能满足负

荷；改建东大门，更换了训练馆消防系统，更换了操场室外

照明，供暖、制冷工作和洗澡设施全面改善，改造了校园直

饮水系统，确保全年日常训练、教学正常运行。

3.做好疫情防护和日常消杀，规范学校环境卫生和绿化

管护，加强门卫和安保管理，规范物业、餐饮服务，确保校

园安全。

4.完成了各类集训、外训队伍的参赛后勤保障工作。

（四）文化教学方面

1.加强教学常规管理，明确班主任教师职责，制定了教

务科长职责，教务科学生管理制度，教室管理制度，班主任

管理办法，教材管理制度，课后服务管理制度，保障教学安

全有序进行。

2.整合教学资源，规范配备教学人员，教学工作更加规



范，有力的保障我校的教学工作。

3.加强校园安全教育，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计划

邀请高新区白杨派出所民警进行“法治教育进校园”为主题

的法制教育讲座，为和谐校园、平安校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4.积极参加教学能力提升和教学管理能力提升等培训

活动，选派教师参加了渭南市职教中心在合阳举办的教学能

手和教学管理培训，组织参加了国家教育部教材培训工作，

选派教师参加了中职教学能力语文，英语，数学等学科提升

培训。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56 人，其中行政编

制 0 人、事业编制 56 人；实有人员 101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56 人、政府购买服务 45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

人员 12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1223.27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183.2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

元、事业收入 4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21.18 万元，主要原因

是非税收入、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保增加；本单位当

年预算支出 1223.27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83.2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事业收入 40 万

元，较上年增加 321.18 万元，主要原因是非税收入、政府

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保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183.27 万元，其中一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183.2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较

上年增加 316.18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

及社保增加；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1183.27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83.2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较上年增加 316.18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



人员薪酬及社保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83.27 万元，较上

年增加 316.18 万元，主要原因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

保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3.27 万元，其中：

（1）运动项目管理（2070304）890.18 万元，较上年增

加 319.16 万元，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保增加；

（6）体育训练（2070306）23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

少）0 万元。

（7）事业单位离退休（2080502）4.32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32 万元，原因是增加遗属补助；

（8）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58.77 万元，较上年增加 0 万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3.27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918.48 万元，较上年增加 316.27

万元，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保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256.26 万元，较上年增加 0.46



万元，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8.52 万元，较上年增

加 0.35 万元，原因是助学金增加；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83.27 万元，其中：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505）1174.75 万元 ， 较上年

增加 316.27 万元，原因是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及社保增

加；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509）8.52 万元，较上年增加 0.35

万元，原因是助学金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上年及本年度，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

费会议费经费预算。



会议费培训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会议/培训名称 时间 人数 金额 备注

1 无 无 无 无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

的设备 0 台（套）。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

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

年拨款 1183.27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0万元，

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26.26 万元，较上年减少

0.46 万元，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经费减少；

十、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局机关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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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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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

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支出。

3.人员经费支出：是指单位行政人员及事业人员的工资、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事业单位）、国家规定奖

金、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医疗

保险、住房公积金）、运动员的伙食补助费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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