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学校的主要职能：实施高中学历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

2．机构情况

株洲市南方中学属于市财政全额补助拨款的正处级事业单

位，是湖南省示范性重点中学，执行新政府会计制度，内设科室

9 个，分别为：党政办、教务科、总务科、学生科、合作部、招

生办、保卫科、教研科、团委。

3．人员情况

本单位在职人员 226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9 人。离休人员 3

人，退休人员 186人，退休工资由株洲市机关社保发放，年终生

活补贴、第 13 个月工资及综治奖仍由学校发放。在校学生 2581

人，由于扩招等原因，比去年同期增加学生 340 人。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

2021 年预算收入 5679.01 万元，其中年初预算 5383.71 万

元，调整追加（减）295.3 万元。其他资金来源 0 万元。

2021 年支出 5679.0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679.01 万元，

项目支出 0 万元，结余结转 0 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人员绩效工资支出方面。在职人员 226 人，未超过株洲市



编委规定的教职工编制控制数 234 人。

2、抓实“两考”，成效显著。强化对高三备考的指导，召开

了新老高三老师交流会不断传承好的经验，通过抓实课堂教学、

研读新高考考纲、加快考练频率来提升高三学生的应试能力。做

好了高一、高二的学考备考工作，关注重点内容、重点学科和重

点学生，努力提升复习备考效率。由于工作扎实，教学成绩斐然。

2021 年高考，我校一本上线 436 人，上线率 66.97%，本科上线

635 人，上线率 97.5%，物理类周洋洋 671 分，位居全省前 197

名，历史类徐嫣，位居全省 332 名。南中又一次用努力和实力书

写了高考的传奇，荣获株洲市“2021 年高中教育质量建设先进

单位”。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全科合格率连续十二年达 100%，

稳居全省第一，连续十二年荣获株洲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先进

单位”。

3、积极推进教师培训工作。认真落实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要

求，组织教师参加株洲教师网络继续教育在线学习、行政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公共科目培训等线上培训。积极承办“四名两基地”

培训，先后承办 5 个学科基地、1 个名师工作室、1 个特级教师

工作室的研培。创新性地做好新教师入职培训，推进“青蓝工程”。

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和培训流程，邀请学校领导、教学专家、学科

骨干和青年教师从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对新入职老师进行了

理论、实践两方面培训，为新教师站稳讲台奠定了坚实基础。组

织了“青蓝工程”中的“师徒结对仪式”，加强对结对师徒的过



程管理，定期检查。

4、认真抓好教科研工作。一是大力推进教研组建设。落实

教研活动的常规开展，全年围绕“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信息技

术能力提升 2.0 工程”、“2021 年高考适应性考试命题研究”、

“2021 年高考湖南卷命题研究”和“深度学习项目研究”等主

题进行了教学研究，以研促教。二是做好科研论文、专著的撰写

工作。通过先进示范、学科动员、组长带头，一线教师撰写科研

论文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全年送赛论文 42 篇，发表 24 篇，

获奖 14 篇。此外，肖守志老师的专著《中学生“三能”作文宝

典》由沈阳出版社发行。三是做好各级各类赛课的组织，“以赛

促教”。如思政课教学竞赛、党史学习与历史课堂教学融合主题

竞赛、株洲地区数学青年教师片段教学竞赛、株洲地区生物和信

息技术教学竞赛、“五市十校”教研教改共同体教学竞赛以及“基

础教育精品课”、“一师一优课”等在线赛课，让一部分优秀教师

迅速成长起来。全年共有 25 人次获奖，其中拔尖等级（特等奖

或一等奖）18 人次。四是组织好各类备考研究活动。通过组织

“适应性考试命题研讨”、“考前 28 天冲刺计划研讨”、“2021 年

高考湖南卷命题研究”等主题活动，明晰命题方向，总结备考经

验，谋划教学策略，为有效备考奠定基础。承办株洲地区高三语

文备考交流研讨活动，派出历史、政治、英语、地理学科骨干担



任相应学科备考交流发言。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无项目支出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精

细化，需进一步加强学习各个职能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

2、对相关财务人员加强业务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

《政府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切实提

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做实资产管理工作。为了厘清家底，盘活资源，我们对

于办学 60 余年的老校区资产第一次进行全面清查，我们组织专

业人员对学校资产进行清查，经现场核实鉴证，第一次全面摸清

家底，并结合新校搬迁需求，将老校资产分为搬入新校再利用资

产、移交芦淞区办学资产和报废处置资产三部分，校务会研究通

过，市财政局国有资产处置及调拨批复，按照现行会计制度，更



新资产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2092 条，并进行账务处理。由于使用

年限过长且已达到使用年限，已经老化、实用性差等原因报废实

物固定资产原值 616.82 万元，另外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南方

中学整体搬迁工作会议纪要》，划转一批固定资产到株洲市芦淞

区教育局，固定资产原值 991.41 万元。为学校迁入新址打下了

扎实基础。同时，为更好地服务离退休教师，学校还将原出租的

南华学工楼收回作为活动中心。

2、做到颗粒归仓。财务室工作人员对新校区男女公寓楼 570

个房间 2458 人进行认真清查，清理住宿生名单，对未缴纳住宿

费的学生逐一催缴，避免学校收入流失。

3、全审通过了 2021 年决算编报运算审核工作。

附件：1-1.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1-2.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 1-1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名称 株洲市南方中学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分值×执行率）

合计 5383.71 5679.01

5679.0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743.71 4945.3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640 733.67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践行“让每位师生都获得成功”的办学理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遵照市委市政决策部署和上级主管部门工作要求，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深度融入

新发展格局，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坚持立德树人，依法治校，民主管理，追求卓越

的办学方略，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新校区搬迁，进一步完善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办学

品质，认真落实新高考方案，进一步推进三课（课堂教学、课程开发、课题研究）建设，

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科学备战高考，学考，聚力智慧校园，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管

理效能，为把我校建成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高质量，现代化的高中而努力奋斗。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

年，也是学校搬入航空城新校区办学的第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校紧紧围绕市教育局各项工作部署，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忘初心使命，坚持立德树人，着眼学校内涵发展；坚

持以教学为中心，全面推进课程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措施，全力提升学校品位，艺体成绩捷报频传，学考、

高考再创佳绩，学校高位、高质量发展再谱新篇章，新南方的美好蓝图正在展开。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学校继续健

康稳定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年初既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过去的一年我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稳中求进，牢记育人初心，

为国育人、为党育才，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南中人创造了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办学业绩。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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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

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高三学生毕业生人数 671 671

50 48

……

质量指标
高考合格率

特殊控制线 50%，本科上线

率 90%

特殊控制线

67%，本科上线率

97%

学考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大于 90% 95%

成本指标
国家资助政策 0 投诉 0 投诉

党建等重点工作办结率 100% 100%

效益

指标

（30分）

经济效益

指标

30 30

……

社会效益

指标

年度驻村帮扶费用 大于 10 万/年 15.7 万元

教学发展势头 全市前 2 名 第 2 名

生态效益

指标

垃圾分类知晓范围 100% 100%

校园绿化覆盖率 50% 5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拓展学生视野，满足社会

对优质资源的需要
全市前 2 名 第 2 名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学生家长满意度 大于 90% 大于 90% 10 10

……

总分 100 98 等级：优

备注：1.“执行率”=“全年执行数”/“全年预算数”；

2.总分设置为 100 分，等级划分为：90分（含）—100 分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60 分（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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