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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国家有

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推进教育系统法制建设。 

（二）负责全区教育事业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指导各

级各类学校建设和发展，拟订全区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并组织

实施；负责全区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工作。 

（三）指导全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宣传思想文化、统战

与群众团体工作；指导学校思想理论建设、宣传舆论阵地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学校统战工

作；指导学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作；协调、

指导学校做好维护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管理工作。  

（四）指导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指导、协调教育

系统维护稳定以及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督促教育系统各单位落

实安全主体责任，指导协调学校做好重大安全事件处置工作；

指导学校后勤管理与改革工作。  

（五）负责本部门教育经费统筹管理，参与拟订教育经费

筹措、使用管理、教育收费、国有资产、教育基建投资等方面

的措施；统筹规划全区学校基本建设；制订和实施区本级教育

公共服务购买方案；指导监督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  

（六）负责推进全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贯彻落实基础

教育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基本文件，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



  

义务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指导和推进幼儿教

育和特殊教育工作；指导和管理全区民办教育工作。  

（七）统筹继续教育体系建设；负责全区社会教育管理工

作；协调、指导全区语言文字工作。 

（八）指导全区学校的德育、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劳动

教育、国防教育和青少年科普、环保、人防、信息技术应用、

校外教育等工作。  

（九）负责全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指导全区师德师

风建设；统筹管理全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组织、指导教师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聘任工作；指导全区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师的培

训、进修工作。  

（十）负责统筹管理全区学历教育招生考试工作；编制全

区学校年度招生计划；指导、管理全区学历教育考试考核和其

他有关教育考试；指导全区学校的学籍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指导全区教育系统国际合作与对外交流，开

展与港澳台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指导全区外籍教师聘请、管理

工作；负责全区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的有关工作；指导全区对外

教育服务贸易和对口支援工作。  

（十二）负责全区教育督导工作；组织和指导各级各类教

育的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工作，承担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质量



  

的监测工作。  

（十三）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党政办公室（挂

政策法规科牌子）、组织科、人事科（挂师资培训科牌子）、

基础教育科（挂体卫艺科牌子）、安全保卫科、规划财务科（挂

审计科牌子）、信息装备科（挂学生资助中心牌子）、社会教

育科（挂政务服务科牌子）、宣传群工科（挂德育科牌子）、

督导科（挂督学办牌子） 。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梁溪区教师发

展中心、梁溪区少年宫、梁溪区特殊教育学校、侨谊实验中学、

金星中学、清名桥中学、广丰中学、东林中学、广勤中学、山

北中学、山明中学、南长实验中学、塔影中学、积余实验学校、

刘潭实验学校、凤翔实验学校、塘南中学、吴桥实验小学、五

河新村小学、连元街小学、广益中心小学、塔影中心小学、新

开河小学、五爱小学、梨庄实验小学、刘潭实验小学、山北中

心小学、南长街小学、花园实验小学、芦庄实验小学、双河新

村小学、沁园实验小学、芦庄第二小学、靖海小学、广瑞实验

小学、崇宁路实验小学、兰亭小学、亭子桥中心小学、东林小

学、古运河实验小学、通江实验小学、广新小学、通德桥实验

小学、南湖小学、惠山小学、扬名中心小学、滨河实验小学、



  

夹城里中心小学、梁溪区崇安中心幼儿园、小荧星艺术幼儿园、

商业幼儿园、东林幼儿园、宁海里幼儿园、通江实验幼儿园、

侨谊幼儿园、侨谊幼儿园金科园、梁溪区南长中心幼儿园、古

运河实验幼儿园、江南艺术幼儿园、太湖实验幼儿园、芦庄实

验幼儿园、通德桥实验幼儿园、五爱实验幼儿园、仁和幼儿园、

东方娃实验幼儿园、蔡墅巷幼儿园、铃兰实验幼儿园、康桥丽

景幼儿园、刘潭实验幼儿园、贝尔实验幼儿园、新街幼儿园、

新惠幼儿园、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靖海幼儿园、广新幼儿园、

清扬幼儿园、中联幼儿园、梁溪区南长教育资源管理中心、志

强幼儿园、盛岸实验幼儿园、梁溪区崇安托儿教育管理办公室、

扬名中心幼儿园、梁韵实验幼儿园。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2020年部门汇总预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84家，具体包括：梁溪区教育局本级、

梁溪区教师发展中心、梁溪区少年宫、梁溪区特殊教育学校、

侨谊实验中学、金星中学、清名桥中学、广丰中学、东林中学、

广勤中学、山北中学、山明中学、南长实验中学、塔影中学、

积余实验学校、刘潭实验学校、凤翔实验学校、塘南中学、吴

桥实验小学、五河新村小学、连元街小学、广益中心小学、塔

影中心小学、新开河小学、五爱小学、梨庄实验小学、刘潭实

验小学、山北中心小学、南长街小学、花园实验小学、芦庄实



  

验小学、双河新村小学、沁园实验小学、芦庄第二小学、靖海

小学、广瑞实验小学、崇宁路实验小学、兰亭小学、亭子桥中

心小学、东林小学、古运河实验小学、通江实验小学、广新小

学、通德桥实验小学、南湖小学、惠山小学、扬名中心小学、

滨河实验小学、夹城里中心小学、梁溪区崇安中心幼儿园、小

荧星艺术幼儿园、商业幼儿园、东林幼儿园、宁海里幼儿园、

通江实验幼儿园、侨谊幼儿园、侨谊幼儿园金科园、梁溪区南

长中心幼儿园、古运河实验幼儿园、江南艺术幼儿园、太湖实

验幼儿园、芦庄实验幼儿园、通德桥实验幼儿园、五爱实验幼

儿园、仁和幼儿园、东方娃实验幼儿园、蔡墅巷幼儿园、铃兰

实验幼儿园、康桥丽景幼儿园、刘潭实验幼儿园、贝尔实验幼

儿园、新街幼儿园、新惠幼儿园、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靖海

幼儿园、广新幼儿园、清扬幼儿园、中联幼儿园、梁溪区南长

教育资源管理中心、志强幼儿园、盛岸实验幼儿园、梁溪区崇

安托儿教育管理办公室、扬名中心幼儿园、梁韵实验幼儿园。 

三、2020年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要围绕考核提升，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坚持问题

导向，认真查找进展迟缓项目的主要制约因素，落实《梁溪区

教育设施三年建设计划》推进措施，规划万科地块小学、广瑞

规划幼儿园等新建项目力争启动建设，通江实验小学易地新建、



  

下甸桥实验中学新建、少年宫北侧规划中学新建等项目按序时

进度强力推进，鳝尾巴村规划幼儿园力争交付，提升建设计划

落地率。聚力提高学前教育配置率，确保3所公办幼儿园投入使

用，全力推进剩余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治理转办工作，同时全面

启动“一园一策”方案的实施到位。咬定目标，保持优势，加快补

差，保证省教育现代化监测得分在无锡市居于领先水平。 

二要聚焦集团化办学，打好教育改革发展的“攻坚战”。集团

化办学改革要在管理模式上求突破，在各集团逐步推行总校长

兼任成员校校长，实现总校人财物统一管理。积极探索分散性

合作的“品牌联盟”集团组建模式。总校优质品牌向成员校和新建

学校移植，放大教育品牌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主动服务梁溪经

济社会发展。总校积极输出先进的办学经验，推进成员校在学

校管理、课程实施、队伍建设等各方面更加规范，努力提升办

学水平。谋划启动“校园文化建设三年计划”，以项目制形式鼓励

各校主动思考、精心打造校园文化，深化集团内涵建设。 

三要紧扣师资保障，建好教师队伍建设的“助推器”。巩固“师

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成果，完善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机

制，强化师德考评。通过各级各类表彰，选树一批德能兼具的

优秀集体和个人，为全区教师树立高标杆，浓厚比学赶超氛围。

通过东北、南京两地师范名校招聘，公开招聘等形式遴选优质



  

师源。启动“双名”工程，精准滴灌，外引内培，着力加强名教师、

名校长梯队建设。针对不同需求分类开展全员教师、学科种子

教师、业务领袖教师、特级教师（名师）工作室等多层级的主

题教研和培训活动，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力争新增2名特级

教师、44名市级教育能手，进一步提高骨干教师比例。 

四要深化两项治理，念好教育专项整治的“紧箍咒”。重点推

进中小学和幼儿园食堂治理，启动6-8所公办学校自办食堂的改

造。以4家首批学校食堂示范点建设带动全区学校食堂治理改

革，启动第二批学校食堂示范点创建。通过“阳光食堂”监管平台、

第三方监管单位及各校膳食管理委员会对自办食堂、外送快餐

进行常态化监管。深化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专项治理，

做好省级督查整改工作。结合教育督导，常态化、随机化开展

专项督查与飞行督查，切实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对考试、排

名、均衡分班、超前教学等办学行为进行重点检查，严肃查处

违规办学行为，建立健全追责问责机制。全面推广江苏省“名师

空中课堂”平台等教育信息化改革项目，不断增强学生、家长的

教育获得感。 

五要加强效能建设，抓好“三展三提升”的“切入点”。扭住机

关忙闲不均、推诿扯皮等效能问题，健全机关干部交流制度，

落实考核评价制度，激励机关人员敬业奉献、担当作为。严格



  

实施《梁溪区教育事业单位长病假人员清理规范工作方案》，

坚决严肃人事纪律，规范人员管理，深入杜绝编制资源的闲置

浪费。 

六要强化家庭教育，做好梁溪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推动家

校联动多样化实践，深化全区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进一

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讲师团、家长学校在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

识、加强家校联系沟通、提升家长素质方面的功能，促进家庭

教育工作向纵深推进。 

 

 

 



  

第二部分 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收入预算总表 

三、支出预算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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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功能科目）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经济科目）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详细表格请见 Excel 附表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 2020年度收入、支出预算总计

152607.11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预算总计各增加12608.93万

元，增长9.01%。其中： 

（一）收入预算总计152607.11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138580.59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138580.5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

加10555.34万元，增长8.24%。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相关预算安排。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14026.52万元。与上年

相比增加2053.59万元，增长17.15%。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3．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总计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相关预算安排。 

4．上年结转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相关预算安排。 

（二）支出预算总计152607.11万元。包括： 

1．教育（类）支出148302.86万元，主要用于在职离退休人

员工资、各校园公用经费、校舍维修改造及教育设施设备更新

添置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12952.33万元，增长9.57%。主要原

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2．卫生健康（类）支出4304.25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的

事业单位医疗。与上年相比减少343.4万元，减少7.39%。主要

原因是减少了医疗补助预算。 

3．结转下年资金预算数为0万元，主要原因是收支平衡。 

此外，基本支出预算数为146420.2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1383.77万元，增长8.43%。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项目支出预算数为6186.87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225.16万

元，增长24.69%。主要原因是增加教职工午餐补贴。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预算数为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

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相关预算安排。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本年收入预算合计152607.11万元，其

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8580.59万元，占90.8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占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14026.52万元，占9.19%； 

其他资金0万元，占0%； 

上年结转资金0万元，占0%。 

 

 

 

图1：收入预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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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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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本年支出预算合计152607.11万元，其

中： 

基本支出146420.24万元，占95.95%； 

项目支出6186.87万元，占4.05%； 

单位预留机动经费0万元，占0%； 

结转下年资金万0元，占0%。 

 

 

图2：支出预算图 

（单位：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38580.59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10555.34万元，增长8.24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支出138580.59万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0.81%。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

加10555.34万元，增长8.24%。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其中： 

（一）教育支出（类） 

1．教育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1713.39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1713.39万元，增加10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 

2．教育管理事务（款）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项）支出

1942.5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938.04万元，增加43067.56%。

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 

3．普通教育（款）学前教育（项）支出13758.94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765.02万元，增加5.8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

增因素。 

4．普通教育（款）小学教育（项）支出64451.72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830.81万元，增加1.31%。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

增因素、科目调整。 

5．普通教育（款）初中教育（项）支出44130.89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2901.94万元，增加7.04%。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

调增因素。 

6．普通教育（款）其他普通教育支出（项）支出4916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4273.51万元，增加665.15%。主要原因是科目

调整。 

7．特殊教育（款）特殊学校教育（项）支出1270.87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122.52万元，增加5.6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

增因素。 

8．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款）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项）

支出1270.8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690.84万元，减少57.09%。

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 

（二）卫生健康支出（类）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4244.26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298.55万元，减少6.57%。主要原因是

人员经费调减因素。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

132393.72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20520.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休费、退休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1872.9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

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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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购置、专

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138580.59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10555.34万元，增长8.24%。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长。 

八、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基本支出预算132393.72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120520.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休费、退休费、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11872.9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

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

专用材料费、劳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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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购置、专

用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

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

“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10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18.28%；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9.7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54.3%；公务接待费支出15万元，占“三公”经费的

27.42%。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支出10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

万元，主要原因相关预算缩减。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支出29.7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支出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

主要原因无相关预算安排。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支出29.7万元，比上年预算

0.3万元，主要原因厉行节约增收节支。 

3．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1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4万元，



  

主要原因厉行节约增收节支。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

议费预算支出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无相关

预算安排。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

训费预算支出1679.9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79.97万元，主要

原因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相关支出增加。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局2020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支出0万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0万元，增长0%。主要原因是无相关预算

安排。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71.5万

元，与上年相比减少8.5万元，降低10.63%。主要原因是：厉行

节约增收节支。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总额3652.11万元，其中：拟采

购货物支出993.61万元、拟采购工程支出870万元、拟购买服务

支出1788.5万元。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部门共有车辆1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执法执勤

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12辆等。单价200万

元（含）以上的设备0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说明 

2020年度，本部门单位共0个项目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0万元；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纳入、□未纳

入）绩效目标管理，涉及财政性资金152607.11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补助）资金、专

项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包括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

要是教育收费）、其他非税收入。 

四、其他资金：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单位预留机动经费：指预算单位年初预留用于年度执

行中增人、增资等不可预见支出的经费。 

八、“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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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宿费、旅



  

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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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宾接待）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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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费及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