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助力计划”
山西省困境青少年服务项目 2017-2018 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助力计划”山西省困境青少年
服务项目是由省财政厅按照团省委预算统筹安排、一次性拨
付，助力于长期联系服务所辖区域困境青少年，有效帮助困境
青少年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专项服务项
目。经过 1 年的开展，项目在全省建设完善“青年之家”困境
青少年服务站点 154 个，开展活动 2031 次，常态化联系社会
组织 317 个，对全省 5 万名 3-17 岁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在城乡结合部初中、中职学校以及部分企业组建 701
支禁毒防艾志愿服务队，开展禁毒防艾活动 1527 场，完成团
体心理辅导服务 7579 场，开展个体心理辅导个案 188 例，开
展安全教育课程共 10364 节，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327
人（次），共覆盖全省 11 个地市，116 个县（市、区）143 万
青少年，取得良好效果。项目资金为建立完善我省困境青少年
群体关爱帮扶体系，切实做好困境青少年群体服务工作提供了
有力支持。
按照《财政部关于“十三五”时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安排以及下达 2017 年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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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综〔2017〕47 号）和《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
2017-2020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项目指南>的通知》
（晋财综〔2018〕2 号）要求，团省委积
极组织项目申报，指导项目实施，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现将项
目情况报告如下。
一、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助力计划”山西省困境青少年
服务项目包括四个子项目， 分别是“青年之家”困境青少年
社会服务项目、“阳光自护”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
服务项目、重点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服务项目、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综合服务项目。
（一）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阳光自护”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服务项
目
项目经费共计 693.4 万元。其中 328.86 万元经费拨付至
各地市团委账户，用于具体项目课程开展，目前目标任务已按
要求完成；省级项目费用 364.54 万元，用于项目设计、人员
培训等。
省级项目资金具体支付如下：团体心理辅导费 22.22 万
元；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课讲课费 17.58 万元；全省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状态调查数据录入及分析 25 万元；专家编审费 5 万
元；报告印刷费 2.8 万元；安全教育课程研发费 4 万元；培训
270 名团体心理辅导带领人、270 个体心理辅导咨询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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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讲师的培训 540 人，培训费用共计 122.78 万元；宣传品
资料印制 28.5 万元；专家指导费 19.8 万元，
剩余资金：2018 年“阳光自护”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与
安全教育服务项目心理部分结余 116.86 万元，其中个体心理
辅导项目结余 105 万元（部分项目已开展，均未完成则未付
费），团体心理辅导结余 3.34 万元（剩余 167 节课程，正在推
进中），培训资料费结余 8.52 万元。
2、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服务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 296.6 万元。其中 140 万元经费拨付至各地
市团委账户，用于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目前目标
任务已按要求完成；省级项目费用 156.6 万元，用于项目设计、
人员培训等。
省级项目费用具体如下：志愿队物资 42 万元由团省委按
照政府采购程序统一采购，项目资料印制 47.5 万元，700 名
青少年维权专员的培训 54.35 万元，网上问卷调查平台制作、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及撰写调查报告 2 万元，志愿队物资 41.4
万元，专家指导 6.6 万元。合计支出 291.85 万元，结余 4.75
万元。
3、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 290 万元。将项目 290 万元经费全额拨付至
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山西省青少年维权中心。费用具体如
下：项目资料印制 8 万元，480 名青少年维权专员的培训 55.582
万元、工作证 0.96 万元、意外伤害保险 2.4 万元，合适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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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场 3.588 万元，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4.2 万元，社会调
查个案督导 2.268 万元，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治 8.1 万元，帮
教矫治个案督导 9.72 万元，未成年被害人救助 2 万元，被害
人救助个案督导 1.8 万元，强制亲职教育 2.535 万元，团体辅
导 0.6 万元，各市 24 小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综合服务热线值
班 10.05 万元。合计支出 111.803 万元，结余 178.197 万元。
4、 “青年之家”困境青少年综合服务项目
项目经费共计 720 万元。其中 618 万元经费拨付至各地市
团委账户，用于开展“青年之家”建设工作；省级项目费用
102 万元，用于人员培训、资料印制等。
省级经费费用具体如下：培训各团市委分管“青年之家”
工作副书记、主管部门负责人、团县委“青年之家”工作负责
人、示范、标准性“青年之家”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400 余人，
支出 42 万元；编辑和印刷《山西省“青年之家”建设工作手
册》5000 册，支出 20 万元；拍摄“青年之家”宣传片和活动
展示片各 1 部，支出 20 万元；组织法律、心理、“青年之家”
讲师赴 11 市、11 县（区）进行指导工作，支出 30 万元。共
计使用金费 102 万元。
各地市资金使用情况：全省 154 家“青年之家”共开展活
动 2031 场，服务困境青少年 67695 人，以拨付资金共计
4212352.7 元，活动场次、服务人次、服务项目指标均超过
100%，目前各市资金正常持续拨付中。
（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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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启动后，我们分别针对各子项目制定了《关于申报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重点青少年禁毒防艾宣传教
育服务项目的通知》
（晋团办发〔2018〕8 号）
《关于申报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阳光自护”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
和安全教育服务项目的通知》
（晋团办发〔2018〕9 号）
《关于
申报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综合
服务项目的通知》（晋团办发〔2018〕10 号）
《关于申报 2018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青年之家”困境青少年社会服务
项目的通知》
（晋团办发〔2018〕11 号）等文件，由各团市委
组织力量按照工作要求开展项目申报，项目具体完成情况如
下。
1、“阳光自护”困境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服务项
目
（1）数量指标。面向全省未成年人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覆盖人数 5 万人。实际有效调查人数 36748 人；培养 270
名团体心理辅导带领人。实际培训 270 人；培养 270 名个体心
理辅导咨询师。实际培训 270 人；培养 540 名安全教育讲师。
实际培训 540 人；面向全省困境青少年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服务
7600 场。实际完成 7579 场；面向全省困境青少年开展安全教
育课程服务 10000 场。实际完成 10364 场。
（2）社会效益。扩大共青团系统对困境青少年心理、安
全教育服务的影响力，支持社会专业力量服务于困境青少年，
建立科学专业的服务团队。实际受益群众达 79 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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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持续影响。引导社会、学校、家庭关注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2、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服务项目
（1）数量指标。在城乡结合部初中、中职学校以及部分
企业组建禁毒防艾志愿服务队 700 支，实际完成 701 支；开展
防艾主题宣传活动 1400 场，实际完成 1528 场；培训工作骨干
700 人，实际完成 700 人；登记禁毒防艾志愿者 7000 人，实
际完成 7142 人。
（2）社会效益。在城乡结合部初中、中职学校以及部分
企业中营造共同抵制毒品、遏制艾滋病传播的良好社会氛围，
覆盖青少年 6 万人次。
（3）可持续影响。帮助相关学校志愿服务人员掌握禁毒
防艾相关知识，在青少年群体中进行有序的宣传，让禁毒防艾
思想深入人心。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100%。
3、“青年之家”困境青少年综合服务项目
（1）数量指标。建设示范性“青年之家”140 个，实际
建设示范性“青年之家”78 个，建设标准性“青年之家”76，
共 154 个；定点联系青少年群体人数 11.2 万人，实际服务热
人数 10.7 万人；开展活动 1680 场，实际开展 2031 场。
（2）社会效益。通过实施“青年之家”困境青少年社会
服务项目，2018 年，全省各市累计开展活动 2031 场，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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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社会组织 317 个，累计服务困境青少年 67695 人次，重
点针对贫困县、城乡结合部中小学、中职学校以及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子女、单亲及服刑人员子女等困境青少年相对集中的
学校，结合实际条件和需求，为困境青少年提供文化学习、体
育健身、休闲娱乐、读书交友、志愿公益、创业就业、心理辅
导、法律援助等各类服务。发挥了“青年之家”整合社会资源
和工作力量、联系服务青少年、组织引导青年社会组织、带动
区域化团建的重要作用，给困难家庭带来更多鼓励，帮助困境
青少年解决生活难题，选择正确成长道路方向。
（3）可持续影响。全省将持续推出一批服务困境青少年
的统一品牌项目，培育一批服务困境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化工作
队伍，打造一批规范化建设、工作活跃、联系服务青少年作用
突出的示范性服务平台，常态化联系社会组织 100 个，长期联
系服务所辖区域困境青少年 5 万人次。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均达到 85%以上。
4、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项目
（1）数量指标。合适成年人到场 1000 人次。实际完成
352 人次；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120 人次。实际完成 42 人
次；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治 400 人次。实际完成 54 人次；未
成年被害人救助 30 人次。实际完成 10 人次；强制亲职教育
1000 人次。实际完成 169 人次；团体辅导 24 次。实际完成 3
次；培训督导 8 次，实际完成 4 次。
（2）社会效益。在全省组建 480 人的“青少年维权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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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队，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
年被害人，有效促进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实际完成，达到
预期目标。
（3）可持续影响。由共青团牵头，中彩项目为抓手，形
成了稳定的“青少年维权专员”专业团队，填补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专业团队确实的空白，有力提升我省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
业服务水平和能力。
（4）满意度指标。合适成年人到场率 100%；社会调查、
帮教矫治、被害人救助结案率 80%以上。实际完成的案件结案
率 100%。
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今年为第一年使用公益彩票资金，经验不足，资金拨
付到县区账户支付“青年之家”具体支出费用手续较多，存在
层层审批，延误资金使用时效，导致部分基层具体负责人产生
不敢用、用不上和延时使用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细化工作要
求，明确工作目标，简化工作流程，提高项目完成效率。
2、绩效目标为 2 年的总量，而实际开展服务时间仅半年，
心理个体辅导、司法保护项目均需要时间累积，项目完成度不
高，下一步我们将用结余工作经费继续推动今年工作任务，进
一步激发基层活力，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确保更大范围困境
青少年群体得到真真正正帮扶。
3、由于我省社会组织参差补齐，项目实施不规范不严谨，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提高整合资源能力，保留优秀机构，淘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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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不良的机构，同时接受新的组织机构申报，择优选用，
进一步提高项目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增加服务内容，持续加
强对项目实施人员培训，确保项目服务质量。
现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共青团山西省委
2019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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