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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公章 )广东省科技图 院信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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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 )项 目资金额度

自 2021年 1月 至 2021年 12月 ,我馆 (所 )纳入此次绩效

自评的项目共 3个 ,其中跨年延续项目2个 ,新增项目1个。2021

年年初结转项目资金量 19.69万元,当年预算资金量 150万元。

(二 )专项资金信 J息

2021年年初结转项目资金 169.69万元,新增专项经费 150

万元,支 出 167.52万元;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购置设各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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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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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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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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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扶持对象

⒛21年度,我馆 (所 )共计开展 3个二级项目的研究,项 目

情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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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类别 立项

时间
项目名称

经费

(万 )

1
⊥

“
千名博士

(后 )计划
”
引

进专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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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青年科技工作

者引导专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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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科技服务能力

提升行动
2020

广东省科学院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建设 (⒛21乇022)
300

表 1二级项目清单

(五 )绩效目标

数量指标:服务企业数量 15家次;技术服务数量 5项 ;完

成研究报告 2份;完成监测快报 2份;取得软件著作权 1项 ;发

表论文 1-2篇 ;承担企业委托项目1项 。

时效指标:工作任务进度完成率 100%。

经济效益指标:监测快报推送企业 100家 。

社会效益指标:每年续订常用中外文网络学术资源数据库 4

个以上、新增科技图书约 2500册、续订中文期刊约 800种等印

本资源;完善省科学院线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易平台;完善集

成化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等知识服务系统,服务 30个分馆;年

均接待读者约 20万人次;年均提供书刊借阅服务约 50万册次 ;

年均网络服务量约200万人次;年均提供科技文献全文服务约 100



万篇。

二、自评情况

(一 )自 评分数

根据广东省科学院 《关于开展 2022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及既定指标体系,我馆 (所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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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评分数为 :

99。 62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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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至2021年 12月 收到专项经费共计人民币150万

元,年初结转项目资金 19。 6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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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52万元,2021年年末结转

2。 16万元。项目专项经费收支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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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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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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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300.00 150.00 149.02

表 2。 省科学院专项立项及资金拨付使用明细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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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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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书刊借阅服务与预定指标有

一定差距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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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量指标:服务企业数量 30家次;技术服务数量 19项 ;完



成研究报告 2份 ;完成监测快报 2份 ;取得软件著作权 1项 ;发

表论文 1篇 ;承担企业委托项目 1项。

时效指标:工作任务进度完成率 10OO/O。

经济效益指标:监测快报推送企业 100家 。

社会效益指标:基本达成预期目标。⒛21年续订常用中外文

网络学术资源数据库及平台 7个、新增科技图书 5145册 、续订

期刊 800种 ;完善省科学院线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易平台;完

善集成化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等知识服务系统,服务 34个分馆 ;

接待读者约 ⒛ 万人次;全年提供书刊借阅服务约 31。 67万册次 ;

网络服务量 283。 41万人次;全年提供科技文献全文服务 1狃。09

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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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完 善了以科技文献服务

为核心的知识服务系统和服务环境,完 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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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技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基本达成预期目标。⒛21

年续订常用中外文网络学术资源数据库及平台 7个、新增科技图

书 5145册 、续订期刊 800种 ;完善省科学院线上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交易平台;完善集成化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等知识服务系

统,服务 34个分馆;接待读者约 ⒛ 万人次;全年提供书刊借阅

服务约 31。 67万册次;网 络服务量 283。 41万人次;全年提供科

技文献全文服务 144。 09万篇。

(3)企业服务:承担企业委托项目 1项 ;服务企业数量 30

家次;技术服务数量 19项 ;完成监测快报 2份 ,监测快报推送

企业 100家 。

(4)科研成果:发表论文 1篇 ,完成研究报告 2份 ,获软

件著权 1个。

(5)人才培养:通过开展项目研究,青年科研人员得到快

速成长,成为馆 (所 )主要科研骨干,⒛21年团队成员获得国家

社科青年基金资助。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 因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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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年均提供书刊借阅服务指标未能完成。

2。 通过实施人才项目,虽然青年科研人员得到快速成长,已

成为馆 (所 )的科研骨干力量,但与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

人才要求仍有一定差距,需要在未来的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加强核

心竞争力。

三、改进意见

1.优化线上文献信息服务模式,提升线上服务水平与能力 ,



为读者提供便利的文献信息获取服务,满足读者的文献信息需

求。

2。 把握人才发展规律,构建青年学术人才发展链条,强化人

才培养路径设计,同 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青年人才自身

活力,促进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