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科协组织建设与事业发展 实施年度 2020年
主管部门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实施单位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本级

项目资
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620000.00 8108600.00 8086475.64 10 99.7% 9.9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620000.00 8108600.00 8086475.64 — 99.7%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00 0.00 —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科普活动运行管理,后勤管理：市科协本级各类科普活动运行中发生的
科普活动日常经费、系统维护等费用支出，保障各类科普活动正常运行 ；
二、办公室-工作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总体工作布署 ，完成科协既定各项任
务指标，加快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工作 ，增强人民团体的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建设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
三、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活动。举办科技工作
者座谈会不少于1场次，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不少于2次，组织科技工作者典
型宣传，力争在中国科协要求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区间完成活动 ，并
按照预算数完成支付，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影响力在深圳得意提升 ，科
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
四、专家联谊会工作经费：专家联谊会中发生的日常经费 、活动、等费用
的支出，保障深圳市科学技术专家联谊会的正常运行 ；
五、国际创新驿站管理服务：开展深圳市国际创新驿站管理及服务工作 。
六、招才引智：参加2场招才引智活动，引进人才和项目团队5个。
七、高层次人才联谊工作经费：1、形成联谊会会员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国
情教育的机制。2、建立高端科技交流平台，提高人才专业水平，促进跨学
科融合发展。3、成为会员参与国家和省市重点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渠道 。
4、“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展区 ”，成为高交会的一个组成部分。5
、打造特色的“项目路演活动”和“企业诊断服务”为产学研金结合，产
业发展服务。6、聚集更多的人才；
八、思想库配套：完成年度的课题申报、征集、管理和汇总工作；
九、市科协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经费 ：按照实际情况和领导的要求 ，决
咨专门委员会组织委员及相关专家开展活动 ，包括会议、研讨、调研等各
种形式；
十、青年科技奖：在当年申报的市青年科技奖申报人中评审出 “在自然科
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 ；在技术创新和产
业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并取得显著应用成效；在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
流、产学研合作、科技创业投资、科技管理等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产生
显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8位获奖者，并上报市奖励办（市科创
委），并等候市奖励委审定评审结果 ；
十一、青年科技奖工作经费新增：保证市青年奖受理系统年度的正常运
行；
十二、青年科技奖工作经费：在当年申报的市青年科技奖申报人中评审出
“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 、创新性的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 ；在技
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并取得显著应用成效；在科学技术普
及、科技交流、产学研合作、科技创业投资、科技管理等工作中取得突出
成绩，产生显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 。”的8位获奖者，并上报市奖励办
（市科创委），并等候市奖励委审定评审结果 。

一、科普活动运行管理,后勤管理：完成了各类科普活动运行中发生的各项必需的保障性工作 ，如：各类系统的
维护、劳务派遣、法律顾问、审计等，保障各类科普活动正常运行 ，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二、办公室-工作会议：2020年度举办了1次科协六届五次常委会，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三、全国科技工作者日：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因疫情原因，没有组织大规模座谈会，采取了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分管市领导赴第三人民医院慰问医务科技工作者并召开座谈会 ，请深圳商报连续10天对基层
一线科技工作者进行宣传报道 。下半年，举办了科技工作者联络员培训班 ，打造信息宣传通联机制，进一步密
切服务和联系科技工作者，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四、专家联谊会工作经费：支付专家联谊会2020年度的日常办公经费、专家图书生日会联谊活动、专家联谊
节日慰问、专家医学保健讲座等各类支出 ，保障深圳市科学技术专家联谊会的正常运行 ，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
五、国际创新驿站管理服务：成功举办首届科创中国·深圳创新创业投资大会，大会共分为企业组与团队组两个
组别，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6个行业领域中展开角
逐，在经过启动仪式、项目征集、分会场初审会、专家终审会、材料审查等流程后，评出年度60强项目，参与
最终的闭门对接会与颁奖典礼 。大会充分运用资源优势，从深圳市征集了4474个项目，达到了良好的引流效
果，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六、招才引智:参加科创中国.深圳创新创业投资大会等招才引智活动 10场，引进李莹博士和深圳清研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等人才和项目团队10个，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七、高层次人才联谊工作经费：1、成功参加第22届高交会，在第22届高交会设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展
区，展出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的 18名会员及其企业的26项高新技术项目和产品，荣获高交会组会会颁发
的“优秀组织奖”，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展区荣获 “优秀展示奖”两个奖项，多个参展项目获“第22届
高交会优秀产品奖”。2、举办了“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联谊会参访深圳湾实验室活动 ”等8场高层次人才交流活
动。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八、思想库配套：按市财政局要求压减冻结了会议 、差旅、培训等8类一般性支出，项目可执行经费减少，最
终完成了2020年市科协软课题选题专家评审 、2019年市科协软课题验收专家评审 、2020年市科协软课题立项
专家评审共7个课题。
九、市科协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经费 ：支持市科协建立信息宣传通联机制 ，开展信息员交流沙龙，进一步服
务各专委会信息的上传下达和互通交流 ，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十、青年科技奖：共8人获奖，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本次获奖的8名人选，4名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获奖人
均为博士，并且都有高级职称。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取得突出业绩 ，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而且与产业结合非常紧
密，4名来自企业的获奖人均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企业技术负责人 。
十一、青年科技奖工作经费新增：2020年度青年科技奖评定，从8月13日起，对青年科技奖进行了两轮评审 。
第一轮书面资料会议评审，对118个申报人，分成2个小组进行了书面资料会议评审 。第一轮评审结果：推荐
16人，不推荐102人；第二轮现场考察和集中答辩评审 。对第一轮推荐的16个项目中8个企业项目进行了现场
考察，8个学校项目进行了集中答辩评审 ，最终评审结果：推荐8人，备选1人，不推荐8人，完成了年度工作
目标。
十二、青年科技奖工作经费：今年青年科技奖启动通过网站 、报纸发布信息，向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和医疗卫生部门发送电子邮件和微信通知 ，重点向各区、各新区科技部门发出通知，多渠道向社会宣传和发
布申报奖励通知，同时在市科创委网站上转发了相关通知 。今年还在深圳商报及其下属新媒体合作向社会发布
了受理通知。共受理书面申报材料118项，受理数为历年最高，其中：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及民办
非企共申报57项，企业申报61项。本次奖励由市科协委托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审 。按照《深
圳市青年科技奖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本次奖励项目评审分两个轮次 ，同时为了保证评审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今年继续对入围的企业候选人进行现场考察 。第一轮进行书面资料的评审，分为企业组及非企业组，以专
家投票的方式选出16个入围第二轮的候选人。第二轮市专家委办组织专家对入围的 8个企业候选人进行了现场
考察，对入围的8个非企业候选人进行了现场答辩评审 。以投票的方式选出8个推荐人选和1个备选人选，完成
了年度工作目标。

年度绩
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
标（50

分）

数量指标

信息安全维护次数 1 1

15 15 

科协六届五次常委会 1 1
举办科技工作者座谈会 1个 1
专家联谊会各类活动 8次 8次
管理服务创新驿站 1个 1个
参加招才引智活动 2场 10场

引进人才和项目团队 5个 10个
举办创新创业大赛 1场 1场
参加国际知名展会 1场 1场

举办高层次人才活动 4场 8场

年度课题数量 10 7
按市财政局要求压减冻结了会议 、差旅、培训等
8类一般性支出，项目可执行经费减少。未来将
合理地设置绩效目标指标，提高目标执行率。

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活动 3次 4次
市青年奖获奖者数量 8个 8个
青年科技奖系统运行 1 1

青年科技奖候选者数量 8个 8个

质量指标

科普后勤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15 15

办公室会议完成率 100% 100%
科技工作者活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专家联谊会工作完成情况 顺利完成 顺利完成
创新驿站管理完成度 100% 100%

引进人才和团队完成度 100% 100%
创新创业大赛完成度 100% 100%
招才引智活动完成度 100% 100%



年度绩
效指标

产出指
标（50

分）
质量指标

参加国际知名展完成度 100% 100%
15 15

高层次人才活动完成度 100% 100%
经费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经费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市青年奖发放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青年科技奖系统运行质量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发放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科普后勤管理支付及时 及时 及时

10 10

办公室会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科技工作者活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专家联谊会活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创新驿站管理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引进人才和团队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创新创业大赛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招才引智活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高层次人才活动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参加国际知名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当年完成 当年完成 当年完成

市青年奖发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青年科技奖申报期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青年科技奖工作经费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金额 不超过全年预算数 未超过全年预算数 10 10

效益指
标（4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

社会效益指标

科普活动保障情况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30 30

办公室工作会议保障情况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节日影响力 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专家联谊会保障情况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国际创新驿站管理服务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保障招才引智活动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高层次人才联谊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课题管理工作 完成年度申报管理 完成年度申报管理
科普工作能力提升 提升科普工作能利 提升科普工作能利

有效保障市青年科技奖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青年奖系统正常运行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投诉次数 ≤1次 0

10 10参与人员满意度 90% 90%
受众人员满意度 90% 90%

总分 100 99.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