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学会能力提升和学术交流促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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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00.00 8352720.00 8077632.57 10 96.7% 9.6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101000.00 8352720.00 8077632.57 — 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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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国际国内咨询及交流：推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实施 ，助力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促进企业对外交流合作，协同开展引智活动，开展国际国内咨询及交流项目资助 ；
二、学会部-工作会议：学会工作会议，企业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工作会议：学会部举办的各类工作会
议，如：学会工作会议，企业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工作会议。
三、科技社团和市属学会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重点学术期刊项目资助 ：保证我市科技社团和市属学会主办的
学术交流活动、重点学术期刊项目的开展与完成 。
四、组织区科协、科普基地、学会人员赴境内外科普考察 （科技博览会及科技场馆建设等 ）：组织区科协、
学会、民非、企业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普基地人员赴境内外考察 ，考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博览会
、科技场馆建设、企业、相关CEO组织及科研院所等。
五、深圳杯数学建模夏令营：每年举办"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的专项经费。
六、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费）：开展我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评审及管理经费。
七、自主创新大讲堂：“自主创新大讲堂”自2008年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开办以来 ，多次得到深圳市领导
批示，项目已成为国内外创新、经济、管理领域知名专家与深圳创新领军人群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
八、老年科技工作者活动经费：为进一步激发我市老年科技工作者的潜力 ，发挥老年科技工作者优势，推进
深圳创新发展，按照中办发[2005]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 》以及中国科协
、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工作的意见 》（科协发
学字〔2016〕105号）的要求，提出老年科技工作者活动经费项目 ，用于支持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开展各项
服务活动。
九、海洋论坛及其相关未来产业论坛 ：进一步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与《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
规划》，推动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旨在为全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海洋产业领域间项目对
接、技术交流和投融资服务合作搭建一个高端 、便捷的平台。
十、全市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推广，交流及开展科普活动：资助全市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 、推广、交流及
开展科普活动。

一、国际国内咨询及交流：1..2020年支持国际国内咨询及交流项目 10次，参与人员满意度≥90%。
二、学会部-工作会议：学会工作会议，企业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工作会议：1受疫情影响，广东
省科协未召开年度学会工作会议 ，故市科协未召开年度学会工作会议 。
三、科技社团和市属学会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重点学术期刊项目资助 ：1.2020年支持我市科技社团
和市属学会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 、重点学术期刊项目36次，参与人员满意度≥90%。
四、组织区科协、科普基地、学会人员赴境内外科普考察 （科技博览会及科技场馆建设等 ）：2020
年支持区科协、学会、民非、企业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普基地人员开展考察7次，活动参与人
员满意度≥90%。
五、深圳杯数学建模夏令营：开展2020“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评选优秀论文一等奖4份，二等
奖8份，三等奖12份。
六、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费）：完成我市2017年第一批34家建站单位验收工作。
七、自主创新大讲堂：1.2020年全年举办学术论坛、创新城市论坛、科普大讲堂与星火沙龙111场。
八、老年科技工作者活动经费：2020年举办14场次的老年科技创新活动、41场次的老年科普行活
动，出版7种老年科协交流刊物及印刷物 。
九、海洋论坛及其相关未来产业论坛 ：2020年举办主题论坛6个及1个闭门会议，参加论坛人数1434
人，服务涉海机构35家。
十、全市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推广，交流及开展科普活动：我市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推广、交流
及开展科普活动42次，参与人员满意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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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国内咨询交流活动数 10次 10次

15 14.95

工作会议次数 2 未开展
因新冠疫情影响，人员聚集受到限制，未召
开年度工作会议。

支持学术交流活动数 12次 36次

举办考察次数 2次 7次

比赛次数 1次 1次

完成建站单位验收 34家 34家

举办场次 60 111

开展活动数量 15场 55场

服务机构 20家 35家

学术交流活动数 12次 42次

质量指标

活动完成率 100% 100%

15 15

会议工作完成率 100% 未开展
因新冠疫情影响，人员聚集受到限制，未召
开年度工作会议。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考察工作完成率 100% 100%

比赛完成率 100% 100%

完成验收效果 顺利完成 顺利完成

场次完成率 100% 100%

活动完成率 100% 100%

活动完成率100% 100% 100%

活动顺利完成 完成 完成

时效指标

活动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会议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未开展
因新冠疫情影响，人员聚集受到限制，未召
开年度工作会议。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比赛工作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31日前 2020年12月

场次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工作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完成 及时完成

论坛完成及时性 及时完成 及时

活动完成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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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国际国内咨询交流 促进 有效促进

30 30

有效保障学会工作 有效保障 未开展
因新冠疫情影响，人员聚集受到限制，未召
开年度工作会议。

有效保障学术交流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境内外科普考察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数学建模交流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院士专家工作站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自主创新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保障老年活动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海洋论坛及其未来产业发展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全市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 、推
广，交流及开展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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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众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9.6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