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少年儿童佘山活动营地

项目名称 家庭亲子教育实践活动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营地的儿童安全教育项目开展至今已有四年，从2014年的中小生学生社会实践优秀
项目开始，营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以模拟实训、情景游戏的形式，使
儿童了解安全教育的知识，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2018年，营地将继续深化儿童安
全教育项目，重点突出“应急避险、公共安全”和“青春期教育”，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使孩子和家长掌握安全知识，增进亲子关系。同时，继续开展以模拟实训、
情景游戏为特色的家庭亲子应急避险活动，提升家庭成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逐步普及家庭应急避险知识和技能。

立项依据

本项目的实施积极贯彻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中小学
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上海
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行为指南》、以及《上海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
提升儿童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开设儿童安全教育课程，加强生活安全常识
教育”“提高儿童应急和自救能力”等具体要求，以加强和培养儿童应急避险意识
为重点，提高儿童面临突发安全事件的应变能力。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每天有2000多名儿童死于飞故意或
意外伤害，世界各地每年有数以千万计受伤儿童就医。如果采用已证明行之有效的
预防措施，一半死于非故意或意外伤害的生命是可以挽回的。儿童的安全离不开社
会、家庭和孩子自己的共同防护，只有树立安全意识，提高防护能力，才能为孩子
筑起一道安全墙。
目前，本市的中小学及幼儿园都已非常重视校园安全，相比之下，儿童在家庭生活
中的安全教育则比较薄弱，本项目以家庭亲子活动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提高儿童
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具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制定《儿童安全教育项目管理制度》作为本项目管理的制度保障，以《儿童安全教
育项目计划书》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严格服从营地已
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教育活动组规章制度》、《教育活动组教师工作流程》
、《教育活动组教师教科研制度》等。
营地将完善项目管理的分工体系，明确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具体职责：
教育活动组：负责项目的活动策划、宣传、组织实施、后续研究。
后勤部：负责活动的前期准备及活动中的辅助工作。
财务室：负责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



项目总预算（元） 495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9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3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334934.55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儿童安全及生存体验教育 259200

青春期成长教育 75800

营地建营35周年教学成果展示 160000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季度：研发项目活动课程：围绕安全教育的内容，继续组织营地教师设计以情
境体验和模拟实训为主要形式的活动课程，突出亲子互动和户外体验，进一步丰富
营地的儿童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组织项目活动开展：针对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家
庭，组织全市400户家庭来营参与项目活动，做好项目活动的宣传、组织实施和反
馈工作，力争使项目活动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第四季度：项目活动总结与绩效评价。

项目总目标

1．依托营地的安全教育体验馆，开展楼宇火灾逃生活动，学习火场逃生的要点，
学会拨打119火警电话，学会正确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及打绳结的方法等。通
过楼宇和烟道逃生体验，身临其境感受火场逃生的紧迫感，掌握火场逃生时的应急
避险技能。开展以“应急避险、公共安全”为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深化营地的儿
童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2．通过媒体宣传项目活动，计划接待400户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及其家
庭来营开展活动，使孩子和家长能共同学习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的技能。同时，在
大自然的环境中感受快乐，增进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使项目活动取得一定的教育效
果，形成特色品牌和良好的社会反响。
3．结合市教委的上海市校外教育活动项目资源包建设，推进儿童安全教育项目课
程资源的整合与推广，继续推进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丰富多彩的理论研究成果。

年度绩效目标

1．依托营地的安全教育体验馆，开展楼宇火灾逃生活动，学习火场逃生的要点，
学会拨打119火警电话，学会正确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及打绳结的方法等。通
过楼宇和烟道逃生体验，身临其境感受火场逃生的紧迫感，掌握火场逃生时的应急
避险技能。开展以“应急避险、公共安全”为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深化营地的儿
童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2．通过媒体宣传项目活动，计划接待400户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及其家
庭来营开展活动，使孩子和家长能共同学习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的技能。同时，在
大自然的环境中感受快乐，增进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使项目活动取得一定的教育效
果，形成特色品牌和良好的社会反响。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匹配资金 100%



产出目标
举办16场家庭安全避险教育及2场青

春期教育
≥18场

效果目标 完成400户家庭的宣传、教育及普及 ≥100%

影响力目标
完善营地儿童安全教育体系，形成有

效安全教育系列课程
≥10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青春期成长教育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营地的青春期成长教育项目开展至今已有两年，今年，营地将继续走进基层学
校，通过专家讲座、游戏互动、家庭剧场、分组讨论、专家指导等多种形式，
使家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如何与青春期孩子进行有效地沟通。

立项依据

本项目的实施积极贯彻了《上海市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重视青春期儿
童的教育，提升家庭教育的有效性。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目前，家长与青春期儿童的沟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帮助家长增强与青春期儿
童的沟通，以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以《项目计划书》推进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严格服从
营地已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教育活动组规章制度》、《教育活动组教师
工作流程》、《教育活动组教师教科研制度》等。
营地将完善项目管理的分工体系，明确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具体职责：
教育活动组：负责项目的活动策划、宣传、组织实施、后续研究。
后勤部：负责活动的前期准备及活动中的辅助工作。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季度：组织项目联系，确定学校和各类资源。
第二季度：完善以专家讲座，游戏互动、家庭剧场、分组讨论、专家指导等活
动内容。
第三季度：走进基层学校，开展项目活动，取得预期的项目活动效果。
第四季度：项目活动总结与绩效评价。

项目总目标

本项目是营地落实上海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走进基
层学校开展项目活动，旨在提高青春期家长的育儿水平，规范家长的教育行
为，促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使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掌握正确的育儿
方法，增强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素质教育的意识，形成育人合力。

年度绩效目标

本项目是营地落实上海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走进基
层学校开展项目活动，旨在提高青春期家长的育儿水平，规范家长的教育行
为，促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使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掌握正确的育儿
方法，增强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素质教育的意识，形成育人合力。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匹配资金 100%

产出目标

举办2场青春期教育 ≥100%

效果目标

完成2场项目活动，宣传和普及 ≥100%

影响力目标

完善项目活动的课程体系 ≥10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营地建营35周年教学成果展示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通过开展纪念营地建营35周年系列活动，宣传营地的教学成果，扩大营地的社
会影响力。

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校外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建设学生满意的校外教育
实践基地，进一步形成和宣传营地的精品活动。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营地作为全国首家少年儿童野外活动营地，积累了35年丰富的营地活动教学经
验，通过开展35周年纪念活动，宣传与展示营地的教学成果。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严格服从营地已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教育活动组
规章制度》、《教育活动组教师工作流程》、《教育活动组教师教科研制度》
等。
营地将完善项目管理的分工体系，明确各部门以及个人的具体职责：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季度：项目活动调研，确定活动方案。
第二季度：根据活动方案，确定具体活动流程，各类资源。
第三季度：开展建营35周年系列活动。
第四季度：项目活动总结与绩效评价。

项目总目标

开展教学展示，宣传营地35年来的成果。

年度绩效目标

开展教学展示，宣传营地35年来的成果。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匹配资金 100%

产出目标

举办1场35周年纪念活动 ≥100%

效果目标

形成有质量的营地教学与成果宣
传

≥100%

影响力目标

通过媒体等宣传扩大营地的社会
影响力

≥10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总预算（元）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