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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专项资金“财政事权”名称：购置关键设备、创建创新平台，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对应“政策任务”数量：二

省级预算部门：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公章）

填报人姓名：张清霖

联系电话：020-61086126

填报日期：2020-5-28



一、基本情况

（一）评价年度内资金额度

评价年度内，评价资金总额度为 1578.99 万元，其中购

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专项资金额度为 1039.99 万元（创

新平台专题 885.46 万元，人才引进专题 154.53 万元），建

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专项资金额度为 539 万元。

（二）资金分配方式

资金的分配主要是项目制。资金申报和项目评审的主

要文件依据有：《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省科学院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粤

委办〔2015〕34 号 ），省府办公厅转来《少春、宁生同志

在〈关于省科学院申请专项资金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意见

的请示〉上的批示》（省府办公厅领导批示办理表科教 0591）、

《广东省科学院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计划（2019—

2023 年）》、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李希书记关于要求采取有

力措施解决省科学院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的指示精神。

本单位内，除新引进人员的项目外，本单位内对建设创

新平台专题资金的子课题采取所内竞争的方式。经过所内遴

选后，将更有创新性的子课题写入专题项目申报书内。

（三）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是用于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创新平台建

设，金属材料强韧化创新平台建设，以及 2017 和 2018 年度



新引进博士人员的科研启动项目。

（四）扶持对象

主要的扶持对象包括 2017 和 2018 年度新引进博士人

员，主要有郑志斌、康跃华等 9 人。以及支持广东省材料与

加工研究所的多个平台建设。

（五）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主要包括企业服务、技术服务、SCI 论文、EI

论文、核心期刊、著作、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获得奖项、

制定标准等多项绩效目标。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本单位分别根据评分表对两个专项进行了评分，自评分

数如下：

购置关键设备、创建创新平台：92.43 分（详见项目绩

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82.34 分（详见项目绩效自评

信息指标评分表）；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评价年度内，评价资金额度 1578.99 万元，实际支出

1225.73 万元。其中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专项资金

额度为 1039.99 万元（创新平台专题 885.46 万元，人才引



进专题 154.53 万元），实际支出 721.46 万元；建设国内一

流研究机构专项资金额度为 539 万元，实际支出 504.27 万

元。

其中已结题项目符合粤财规[2019]5 号文有关规定的结

余资金为 109.4 万元，可用于本单位用于科研直接费用支出。

2019 年本单位制定了单位内部的结余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 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全职引进潘复生院士，柔性引进毛新平院士，全职引进

“万人计划”专家 1 人，引进优秀博士 8 人，博士后 7 人，

硕士 2 人。新增广东省丁颖科技奖获得者 1 人，新晋高级职

称 8 人，其中正高级工程师 4 人 ，新增培养在读博士 2 人，

新进在读硕士研究生 28 人。目前全所专职科研人员近 60 人。

2019 全所新增 5 个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其中评价项目内

平台 2 个，包括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分部、

粤港轻合金先进制造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主办 2019 年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粉末冶金技术成

果交易会、中山市坦洲镇-省材料与加工所产学研对接交流

会、省材料加工所--华南新材料园企业技术对接会、与香港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考察团的技术对接会等 5 个会议；积

极参加各类科技成果推介会、展览会和企业对接会，重点推

介我所各类金属材料类科技成果，如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2019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



会、上海粉末冶金展、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

暨有色金属科技成果展、2019 广东省科学院技术对接园区行

—华南新材料创新园专场对接会、广州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

化常态化精准对接会、江门开平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接会、

佛山市南海区机械装备行业协会考察对接会、山东聊城及四

川攀枝花考察调研团对接交流会、攀钢集团技术对接会、三

一重工公司技术对接会、广晟集团技术对接会等 10 余个会

议。

以技术入股、自主实施、合作实施等多种形式，有色金

属研究室、粉末冶金研究室、粉末冶金事业部、电工材料事

业部分别实现新型高强高韧及高耐磨低膨胀铝合金功能材

料及其制备、高端金属及化合物球形粉体等离子体制备、金

属粉末冶金精密制备、氧化铝铜制备等 4项成果实质性转化，

形成兴奇新材料公司。

开展耐磨复合材料、粉末冶金材料领域科普活动，积极

参加广东省第二届科普嘉年华参展活动、广州市全国科普活

动日活动，有效提升我所知名度和影响力。

开展科研业务与指南讲解、高质量专利培育及专利布

局、技术标准申报与编制、质量管理体系等多种培训，完成

质量体系 ISO9001:2015 年审工作。开展知识产权贯标体系

认证，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通过知识产权贯标的科研机构。

新立项项目 18 项，其中国家级 4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地市级项目 3 项，科学院专项资金 9 项。纵向到款 1024 万

元，横向到款 294.3 万元。

3. 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购置关键设备、创建创新平台专项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

预期

阶段

性目

标

目标 1：发表论文 10篇

实际

完成

情况

目标 1：发表论文 17 篇

目标 2：申请专利 12项 目标 2：申请专利 13 项

目标 3：授权专利 10项 目标 3：授权专利 10 项

目标 4：获得奖项 1项 目标 4：获得奖项 1项

目标 5：承担项目 15项 目标 5：承担项目 9项

目标 6：建设 1个平台 目标 6：建设 2个平台

目标 7：引进人才 21个 目标 7：引进人才 17 个

目标 8：取得横向收入 200 万 目标 8：取得横向收入 294.3 万

目标 9：培育企业 2家 目标 9：培育企业 2家

目标 10：服务企业 20家 目标 10：服务企业 30 家

目标 11：提供技术服务 16项 目标 11：提供技术服务 58项

目标 12：制定标准 9项 目标 12：制定标准 9项

目标 13：新产品 4件 目标 13：新产品 4件



目标 14：培养人才 11人 目标 14：培养人才 6人

（2）创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专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

阶段

性目

标

目标 1：发表论文 14 篇

实际完

成情况

目标 1：发表论文 20 篇

目标 2：申请专利 13 项 目标 2：申请专利 13 项

目标 3：授权专利 0项 目标 3：授权专利 0项

目标 4：申请项目 5项 目标 4：申请项目 7项

目标 5：引进人才 11 个 目标 5：引进人才 4个

目标 6：参加科普活动 2次 目标 6：参加科普活动 2次

目标 7：服务企业 13 家 目标 7：服务企业 20 家

目标 8：提供技术服务 3项 目标 8：提供技术服务 8项

目标 9：制定标准 0项 目标 9：制定标准 0项

目标 10：培养人才 11 人 目标 10：培养人才 16人

（三）专项资金使用中平台、技术等的绩效效益分析

1. 平台绩效效益分析

2019 年，通过优化现有平台，新增省部级平台、行业平

台建设，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等工作，进一步理顺平台管理机

制，统筹协调跨学科创新平台管理，落实专业特色平台研究



室负责制。通过开放课题、会议署名等多种形式，不断发挥

国家钛及稀有金属粉末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

聚集创新资源的功能作用。

通过以上工作，一方面加强了对广东省科学院、广东省

材料与加工研究所的宣传作用。另外，本单位利用现有平台，

不断整合资源，为后续的产学研合作、横向经费获取、“四

技”收入的取得，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2. 关键技术/产业共性问题绩效效益分析

以技术入股、自主实施、合作实施等多种形式，实现高

强高韧及高耐磨低膨胀铝合金功能材料及其制备等 4项成果

实质性转化，形成了广州市粤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等 4 个成

果转化公司。

成果转化公司的成立，为后续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开展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及案例，让后续的成果转化工作开展更加顺

畅。同时，成果转化公司新增的就业岗位，也产生了一定的

社会效益，承担了部分的就业人口。

3. 其他相关绩效效益分析

通过建设所级企业工作站，建立所级研发机构等工作，

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企业工作站

工作，让科研人员走进企业，真正的了解企业急需解决的技

术难题，为企业解决困扰他们发展的“卡脖子”技术。为企

业创收增收、新产品开发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四）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 阶段性绩效目标设定不合理

设立项目各年度的阶段性绩效目标未充分考虑科研实

际、外部客观条件等因素，没有考虑绩效评价工作，阶段性

目标的设立随意。

如：一个 3 年期的项目，需要完成 3 篇 SCI 论文，存

在有项目在撰写阶段性任务的时候，出现每年 1 篇、或者集

中在 1 个年度内的情况。一方面，没有考虑到撰写论文需要

科研数据、往往定力目标后，第一年因缺乏充足的数据，无

法发表论文。另一方面，没有考虑到论文发表到见刊需要时

间，部分科研人员将论文、专利申请等集中在最后一个年度

提交。最后因见刊、申请受理等问题，导致为了完成项目目

标需要等待一年，因此延期的情况出现。

2. 部分项目盲目设置绩效目标

本单位不具备直接招收硕博研究生的条件，因此本单位

的硕博研究生均通过与国内高校联合培养的模式进行。因此

并不是每个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都可以安排学生（即使本人

具备导师资格），最后容易出现因无法调配研究生而导致人

才培养指标无法达成的情况。

2019 年，本单位新增硕博研究生 30 人，但仍出现部分

科研人员没有学生的情况，目前本单位已经加大了国内高校

的合作力度，争取招收更多的研究生。



三、改进意见

针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以本次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为例，参与自评工作，撰写自

评报告的人员，主要为科研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

科研财务助理，科研项目负责人并未参与。相关的评价标准、

评价体系、评价方式等，项目负责人不了解。作为资金的直

接使用者，并未参与到本项工作之中，不能以给科研人员减

负让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失去了意义。

建议项目绩效评价应由科技主管部门和财政管理部门

共同开展，重点需要强调项目负责人在其中的作用，只有他

们重视了资金使用绩效，才能更好的做好预算、用好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