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津市教育委 员会文件
津教 委 E⒛ 17〕 31号

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市属高等学校
绩效工资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属高等学校

:

根据 《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其他事业单
位 绩效土 资工作的通知 》(津 人社局发 匚⒛ 17〕 34号 )精 神和事
业单位 工作人员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 ,为 进 一步健全 市
属高校 内部分 配机制 ,逐 步完善符合高校特点和发展要求的内部
分 配政策 ,理 顺内部收入分 配关系 ,保 持各类人员收入的合理 比
例 ,结 合我市经济发展状况 ,在 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内,市 属高
校可 自主确定绩效工 资结构和分 配形 式。现将有关 问题通知如
下

:

一、现行工资制度
“
”
以 限高 、稳中、托低 为原则 ,实 行统 一的绩效工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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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的正 式工作人 员收入主要 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保 留津贴
补贴 组成 。基本 工 资是按照国家规定发放的 岗位 工 资和薪级工
资;绩 效工资是按照国家规定并根据事业单位 工作人 员绩效考核
结果发放的工资,分 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保 留
津贴补贴项 目包 括 :物 价补贴 、回民补贴 、独生子女费、防暑降
温补贴 、冬季取暖补贴 、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集中供热采 暖补助
费、住房补贴 、加班费、值班费、住房物业服务补贴 、国家规定
教龄津贴 、特级教师津贴 、特殊教育津贴 。
二、相关政策规定
(一 )市 属普通高校的年人均收入 (含 基本 工资、绩效工资 、

保 留津贴补贴 )调 控线为公务员年人均收入可 比项 目的 1.5倍

;

教学 医院、经费自理事业单位的年人均收入 (含 基本工资、绩效
工资 、保 留津贴补贴 )调 控 线为公 务员年人 均收入 可 比项 目的
2.5倍

;

(二 )合 理调控收入增幅。有条件增加收入 的学校和单位

,

年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公务员年人均收入 1.5倍 的,年 度收入增幅
控制在 8%以 内;低 于公务员年人均收入 1.5倍 的,年 度收入增
幅控制在 12%以 内;低 于公务员年人均收入 的,在 达 到公务员人
均收入水平前可不受增幅限制 。
(三 )事 业单位年度 收入增 量含 国家或我市统 一 的增资部

分。
(四 )在 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内自主确定基础性 、奖励性绩

效工资 比例 。绩效工资分 配要向关键 岗位 、业务骨干和做 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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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的工作人 员倾斜 ,激 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在教书育人 、干事
创 业 、服务社会等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五 )对 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人才 ,可 实行年薪工 资制管理

,

年薪不纳入绩效工资 总额调控范围;高 校科研人员依 法取得 的科
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 、科研 经 费绩效奖励不纳入绩效工资`总 额调
控 范围。
(六 )学 校要按照国家和我市有关政策 ,结 合本校现行基础

性绩效工资标准 ,考 虑事业发展需要 ,合 理确定基 础 性绩效工资
标准 。
(七 )主 要领导的绩效工资标准仍按 《
天津市人 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转发市人力社保局 等 六部 门拟定的天 津市其他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津 政办发 匚2012〕 134号 )执
行。
三、 完善相关制度
要依 据 国家和 我市有关政策 ,结 合学校实际不断完善绩效
考核 办法 ,规 范考 核 内容 ,形 成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
;绩

效工资中基 础性绩效工 资的分配要 以岗位 任 务 目标 完成

情 况为 主要依据 ;奖 励性绩效工 资分 配要 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依
据 ,体 现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因素 ,要 坚持多劳多得 、优绩优酬 、
重 点向关键 岗位 、业务骨干 、作 出突出成绩的人员和倾斜 ,充 分
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 。
绩效考核 办法和奖励性绩效 工资分 配办法 的调整要严格按
“
照程序进行 。要做到 公 平 、公 正、公 开”,并 经 主管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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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 ,经 批准后实施 。
四、工作程序要求
(一 )各 学校要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文件规定加强收入分配

工作的组织管理 。学校要成立 由负责 同志任组长,相 关部 门负责
同志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 ,负 责研究制定相关制度并组织实
施。
(二 )严 格执行市人力社保局 、市财政局审批的工资总额额

度 ,在 额度 内按照批准的工资项 目和标准加 以落实 ,严 禁超标准
发放 。在国家和我市统 一规定的津贴补贴项 目外,不 得 自行设 立
津贴补贴项 目,不 得提高津贴补贴标准和扩大范围发放 。
(三 )为 进一步落实预算法 ,从 ⒛ 18年 起 ,年 度绩效工资

核定工作与单位编 制年度预算 同步进行 ,每 年 12月 底前完成下
年度 绩效工资核定 。
(四

)市 属高校 附属单位 、附属 医院可参照本 意见执行 。

6月 2
(此 件依 申请公开 )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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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7年 6月

歹 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