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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重大部署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 号）等有关

规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广东省科学院（以下简称“省科

学院”《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我馆（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部署，在对 2020 年

度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召开专题会议布置绩效考核有关

工作，形成本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20年，我馆（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在省科学院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支撑省科学院建设

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奋斗目标，始终把省科学院“一院两制三体系

四融合”的发展战略作为核心动力和重要支撑，特别是以支撑省

科学院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重点工作任务为重要抓手，深入实施

一单位两体系的战略，全力推动文献保障与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升

级、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为省科学院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作出

应有贡献，得到了省科学院有关领导的肯定。

（一）项目资金额度

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我馆（所）纳入此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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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的项目共 8 个，其中跨年延续项目 6 个，新增项目 2 个。2020

年年初结转项目资金量 545.71 万元，当年预算资金量 239 万元。

（二）专项资金信息

2020 年年初结转项目资金 545.71 万元，新增专项经费 239

万元，支出 396.56 万元；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费、支

付材料费、差旅费、人员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及间接费用等。

（三）主要用途

通过省科学院专项资金项目，我馆（所）继续围绕学科发展

强化人才队建设，助推青年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人才队伍年轻化、

专业化；完善了可有效支撑省科学院科技自主创新的科技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信息资源服务支撑系统和服务体系，完善省科学院

线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功能，有效提升为科研一线提供集成

化、个性化、知识化科技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线上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平台服务能力；开展了科技战略决策、产业技术情报、

知识产权、科技评估等研究，为省科学院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建设

提供情报支撑；积极履行图书馆的公共文化传播职能，开展科学

文化传播和科学普及服务；稳步推进“将粤科图打造成为全国公

共科技图书馆界有影响的新型知识服务中心和具有文献、情报、

战略三位一体职能的研究型公共科技图书馆”目标的实现。

（四）扶持对象

2020年度，我所共计开展 8个二级项目，二级项目分布情况

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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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级项目分布情况表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数量（个）

1 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 2

2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专项 6

（五）绩效目标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服务企业 30 家，技术服

务 20 项，承担省市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文 10 篇（其中被收录

论文数 6 篇），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发合同 3 项，突破核心关键

技术 2 项，人才培养 4 人，新服务 2 项。

2.建设国内一流机构：完善集成化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线上交易等信息服务系统。建成基于大数据的智

慧知识服务平台，包括云基础设施、智慧化知识服务数据中心、

智慧化知识服务支撑系统、智慧化知识服务统一门户。续订常用

中外文网络学术资源 3 个以上；采购科技图书等印本资源约 1200

册。年均接待到馆读者约 30 万人次，提供书刊借阅服务约 70 万

册次，网络服务量约 200 万人次，提供科技文献全文服务约 100

万篇，开展科普活动 10 场。服务 30 个分馆。服务企业 40 家，

技术服务 15 项，完成企业委托技术合同 2 项。被 SCI 收录以及

中文核心等论文数 2 篇，完成研究报告 2 份，软件著作权 1 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根据广东省科学院《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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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及既定指标体系，我馆（所）2020年度项目绩效自

评综合结论为：全面贯彻落实广东省科学院的工作部署，项目管

理规范，项目资金投入与产出取得较好成效。2020年我所项目绩

效自评结论如下：自评分数：99.7 分。其中“购置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9.6 分，“建设国内一流研究

机构”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9.8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0年我馆（所）项目支出执行《粤科图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等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因为科学研究未知、具有不可预见性及项

目进展具有阶段性等特点，所以科研项目支出发生不均匀、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部分项目实施需两到三年才能完成，项目预算资

金不能在当年执行完毕，会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从而影响部分

项目资金当年支出率。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收到专项经费共计人民币 239万

元，年初结转项目资金 545.71 万元，专项资金拨入的总额与预

算一致，项目专项经费支出人民币 396.56 万元，2020 年年末结

转 388.15 万元。项目专项经费收支情况如下：

表 2.省科学院专项立项及资金拨付使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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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

序号 立项年份

一 级 项 目

名称

二级项目名

称

专项财政经费

总额 拨付总计 支出总计

1
2017 年

购置关键设

备、建设创新

平台

广东省科技图书

馆创新驱动发展

能力建设

1,000.00 1,000.00
936.52

2
2018 年

购置关键设

备、建设创新

平台

广东科技信息资

源与技术情报服

务平台建设

500.00 500.00
233.71

表 3：省科学院专项立项及资金拨付使用明细

（建设国内一流机构）

总序号 立项年份 一级项目名称 二级项目名称

专项财政经

费总额

拨付总计 支出总计

1
2019 年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广东省电子废弃物防

控、处置与资源化利用

技术策略研究

54.00 54.00
34.63

2
2019 年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广东、江苏、山东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对比研究

20.00 20.00
20

3
2019 年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图书馆科研数据管理需

求与服务模式研究

20.00 2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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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 年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研究型图书馆嵌入企业

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

20.00 20.00
19.68

5
2019 年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知识

服务平台建设(2020)

89.00 89.00
50.31

6
2020

建设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广东省科学院科技资源

共 享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2020）

150 150
150

项目专项经费的核算、来源和使用符合《广东省科学院平台

环境与能力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有关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以及签订的广东省科学院平台环境与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项目合同书的规定，项目经费的使用和支出符合目标相关原则，

无其他违反政策的事项，核算内容清晰。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除因 2020 年新冠疫情的防控需要，馆（所）采取了闭馆及

人流限制等措施而导致的年均接待到馆读者及年均提供书刊借

阅服务两项指标未能完成外，项目的绩效目标基本完成，部分指

标超额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服务企业 39 家，技术服

务数量 25 项，承担省市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被

收录论文数 6 篇，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发合同 3 项，突破核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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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 2 项，人才培养 4 人，提供新服务 2 项。

2. 建设国内一流机构：

完善了集成化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线上

交易等信息服务系统。建成了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知识服务平台，

包括云基础设施、智慧化知识服务数据中心、智慧化知识服务支

撑系统、智慧化知识服务统一门户。续订常用中外文网络学术资

源 4 个；采购科技图书等印本资源约 1249 册。年均接待到馆读

者约 10 万人次，提供书刊借阅服务约 24.29 万册次，网络服务

量约 216.25 万人次，提供科技文献全文服务约 146.93 万篇。开

展科普活动 12 场。服务 30 个分馆。服务企业 50 家，技术服务

20 项，完成企业委托技术合同 2 项。被 SCI 收录以及中文核心等

论文数 2 篇，完成研究报告 2 份，软件著权 1 个。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了可有效支撑省科学院

科技自主创新的科技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信息资源服务支撑系统

和服务体系，完善了省科学院线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功能，

建成了一系列支撑智慧化知识服务的应用系统；初步建成了支撑

智慧化知识服务的物理空间；建成了支持智慧化知识服务的用户

门户，有效发提升为科研一线提供集成化、个性化、知识化科技

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了线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服务能

力。

（2）科技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续订常用中外文网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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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4 个；采购科技图书等印本资源 1249 册。年均接待到馆读

者约 10 万人次，提供书刊借阅服务 24.29 万册次，网络服务量

约 216.25 万人次，提供科技文献全文服务 146.93 万篇。开展科

普活动 12 场，提供新服务 2 项。服务分馆 30 家。

（3）政府与企业服务：承担省、市科研项目 3 项，服务企

业 89 家，技术服务 45 项，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发合同数 5 项，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2 项。

（4）科研成果：发表论文 16 篇，被收录论文数 8 篇，完成

研究报告 2 份，获软件著权 1 个。

（5）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4 人。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 因 2020 年新冠疫情的防控需要，馆（所）采取了闭馆及

人流限制等措施，导致年均接待到馆读者及年均提供书刊借阅服

务两项指标未能完成；

2. 个别项目的高质量论文发表数量与项目总目标仍有一定

的差距，研究性论文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3. 通过实施人才项目，青年研究人员的业务素养得到了较好

提升，但是与成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要求有一定距

离，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加强核心竞争力培养；

4. 智慧知识服务平台建设需要持续关注其软硬件的升级、服

务流程的优化、资源的更新建设、用户的推广等问题。如何建立

平台的品牌效应，提升平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科研人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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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持续提供智慧化的知识资源支撑与服务，需要不断思考

和改进。

三、改进意见

我馆（所）将进一步完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具体如下：

1. 制定本单位预算绩效的管理规范手册，明确预算绩效管理

职责和管理规范，并按照《广东省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库》、《广

东省科学院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库》进行分级管理，从共性绩效指

标框架中选择与项目相匹配的共性指标进行填报；

2. 将按照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统一部署，在省科学院的指导

下，加快科研进度，加强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出版，采取激励措施，

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增强我馆（所）总体综合竞争力；

3. 加快人才的培育，实现人才质量持续提升，契合省科学院

发展需求和实际发展特色，引导和鼓励人才在前瞻性战略情报研

究领域深入探索，积极开展产业技术情报、知识产权、学科情报

等领域的研究与服务；

4. 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平台顶层设计，实现专业化服务优化升

级。充分发挥我馆（所）大数据智慧知识服务平台优势，积极推

动服务模式创新，加强移动客户端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为省科学

院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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