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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资金名称：省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

预算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章）

填报人姓名：邹玲、许燕莲

联系电话：020-83828464

填报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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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评价资金的资金额度

2021 年省社科联收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安排省文化繁荣

发展专项资金 1784 万元，2021 年全部支出。其中：

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费 927 万元，2021 年全

部支出；

2.《学术研究》“名刊工程”建设补助 120 万元，2021 年

全部支出；

3.第十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经费 30 万元，2021 年全部支

出；

4.岭南学术论坛经费 15 万元，2021 年全部支出；

5.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经费 35 万元，2021 年全部支出；

6.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奖金 487 万元，

2021 年全部支出；

7.第四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表彰经费 170 万元，

2021 年全部支出。

（二）专项资金主要用途及绩效目标

1.扎实开展社科规划工作，重点做好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的立项、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拟评审确定省社科规划 2021年度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15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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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委托项目 9 项。加大工作力度，完成省社科规划项目结项

200 项，充分发挥社科规划的导向作用，推动社科研究繁荣发

展。

2.《学术研究》把追求学术高品位，追求文章的学术理论

价值作为选稿的主要标准，出版 12 期的《学术研究》杂志，

保持刊物在全国综合性社会科学类期刊中转载文章总数排名

前 10。

3.举办了第十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为我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计划征

集论文 50 篇，刊发南方智库专报 10 篇，形成一批智库成果报

送省委省政府领导决策参考，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4.计划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岭南特色历史文化以及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组织举办 5 期岭南学术论坛，每期论

坛参会学者不少于 40 人、参会论文不少于 20 篇、会期不少于

半天，会议成果供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决策参考和推动我省学科

建设。2021 年 6 月份前完成资金划拨，2021 年底前完成论坛

举办。

5.计划在全省各单位遴选 15 个左右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

会分会场，每个分会场征集 40 至 170 篇论文，每一个分会场

参会人数在 50-200 人，按照往年规模预计可征集会议论文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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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将评选出优秀论文 100 篇，同时制作和颁发论文收录证

书，年会大会参会人数在 150 人左右，将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

会打造成聚焦学术前沿、促进学科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培养

学术新人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

6.受省委省政府委托，省社科联于 2021 年 12 月份举办广

东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表彰大会，届时邀请高

校、地市社科联、党校等广大社科工作者参加表彰大会，颁发

优秀成果奖证书，对获奖的广大社科工作者进行奖励，邀约南

方日社、南方网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计划表彰广东省第九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30 项，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创造性，奖励我省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7.拟通过个人申报和所在单位审核、初评、推荐、评审委

员会评审、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核准、公示、异

议受理等程序，评选出 10 位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召开颁

奖大会，发放奖金、颁发证书和奖牌。通过奖励我省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繁荣发展我省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二、自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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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分数

按照《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的考评内容，对照

我会 2021 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自评 2021 年度专项资金项目支

出的绩效综合得分为 98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1 年省社科联收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安排省文化繁荣

发展专项资金 1784 万元，2021 年全部支出。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自评指标 根据专项资金申报填列 年度目标值 年度实现值

专项资金产

出指标完成

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南方智库论坛-专题发言稿篇数

（篇）
20 13

南方智库论坛-在南方智库专报

刊发专报篇数（篇）
10 4

南方智库论坛-征集优秀论文篇

数（篇）
50 50

岭南学术论坛-举办期数（期） 5 7

岭南学术论坛-每期参会学者数

量（人）
≧40 70

岭南学术论坛-每期参会论文数

量（篇）
≧20 60

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

文数量（篇）
100 80

广东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数量（项）
23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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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申报参

评人数（人）
40 48

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申报参

评人员涉及单位数量（家）
17 17

广东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评优数量（位）
10 10

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数

（项）
150 265

特别委托项目立项数（项） 9 12

编辑出版《学术研究》杂志数量

（期）
12 12

编辑出版《学术研究》丛书数量

（本）
1 1

质量指标

南方智库论坛-文章获得省级领

导批示率（%）
≧50% 75%

第九届成果奖、第四届优秀社会

科学家-评选合规性（是/否）
是 是

省社科规划项目合格率（%） ≧90 94%

《学术研究》在全国综合性社会

科学类期刊中转载文章总数排

名

前 10 名 第 5名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成本指标 预算额度控制有效率（%） 100% 100%

专项资金效

益指标完成

情况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第九届成果奖-媒体宣传报道数

量（篇）
4 4

通过召开广东省第九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提

升社会科学影响力（是/否）

是 是

第九届成果奖社科学者满意度

（%）
≥90 100

参加第九届成果奖表彰大会单

位数量（家）
5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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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九届成果奖表彰大会人

数（人）
100 将近 150 人

通过召开广东省第四届优秀社

会科学家评选表彰工作，提升我

省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是/否）

是 是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当选社会科学家对广东省社会

科学的影响作用
长期 长期

第九届优秀成果可利用性 长期 长期

服务对象满

意度
社科学者满意度（%） ≥90 99%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2021 年我会改革社科规划项目评审方式省社科规划

项目立项评审“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的两轮模式，推动省社

科规划工作更加规范和高效，其中:使用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 264 个（全年常规项目 386 项），拨付项目经费 927

万元。

（2）2021 年《学术研究》杂志社 2021 年出版 12 期《学

术研究》杂志，编辑出版《学术研究》丛书数量 1 本，《学术

研究》共被 144 条检索途径转载（全文+文摘）文章 124 篇，

在全国综合性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第 5 位，在南大 CSSCI 综合

社科分类期刊中排第 5 位，在北大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分类

期刊中排第 5 位。

（3）第十届南方智库论坛共收到主题报告 4 篇，投稿论



8

文 128 篇，经组织专家评审，共有 50 篇成果入选，其中多篇

决策咨询研究成果报送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等供领导决策

参考，有效发挥了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广东特色新型智库作用。

并通过媒体持续宣传，扩大了论坛的影响力，社会关注度、认

可度不断提高。

（4）2021 年举办岭南学术论坛 7 期。平均每期入选论文

均超过 60 篇，出席会议人数均超过 70 人，专家学术报告均在

10 场以上，推出 8 本论文集。

（5）召开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 8 场，学术年会总

会 1 场，参会人数 100 人左右，评选出 80 篇优秀论文，进一

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参与的积极性。

（6）评选出第九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30

项，本次表彰奖励在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创造性，奖励我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中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全

面繁荣、走在前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7）根据《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奖励办法（试行）》

的精神，完成了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工作，表彰了我省在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10 位优秀人才，充分调动

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繁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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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升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变化的预见性有待进一步加强。由

于疫情影响，在筹备南方智库论坛的过程中，有很多情况发生

改变，如邀请的嘉宾突然无法亲临现场、控制论坛规模等情况，

最终在南方智库专报刊发专报 4 篇，与原计划的 10 篇有差距。

2.部分项目资金不足，省社科联自筹经费较多。如岭南学

术论坛、学术年会、南方智库论坛 3 个项目安排经费较少，为

了保障学术活动效果和品牌质量，省社科联自筹经费 120 余万

元。

三、改进意见

进一步加强对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工作环节的控制，提升

项目科学、精细管理水平，强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理念，合理

设置绩效目标和指标，充分预计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项困难，

做好预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