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广东省科学院电子电器研究所收到当年省

级财政专项资金额度 267 万元，期初结转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额度

652.22 万元，合计 919.22 万元。其中：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当年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额度 100 万元，期初结转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额度 501.81 万元，

合计 601.81 万元。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当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额度

85 万元，期初结转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额度 48.38 万元，合计

133.38 万元。

（二）资金分配方法均采用项目制进行分配。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根据项目建设目的，

按照改造现有试验设备、硬件设施提升现有检测软硬件需求、加

强高层次人才引进目标，进行资金分配。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主要根据科研小组对建设电子

电器产品化学电学安全科普基地、围绕用于固态射频电源的

DC/DC 变换器拓扑结构、检测校准能力建设展开各项工作的实际

资金需求进行资金分配。

（三）主要用途、扶持对象及绩效目标：

评价对象 主要用途 扶持对象 绩效目标

购置关键

设备、建设

创新平台

项目

1.数字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的

计量校准能力建设

2.全面提升我所安全、性能、电

磁兼容综合检测能力

研究所购置

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

目标 1：服务企业 20 家

目标 2：提供技术服务 150 项

目标 3：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发

合同数 6项



3.研发可供传统型电子电器产

品的生产企业直接使用的联网

模块

4.围绕脉冲电源、射频电源、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电源全景监视

平台开展工作

5.设计射频电源运行状态与工

作环境检测系统；

目标 4：发表论文 1篇

目标 5：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2

项

目标 6：研制新装备 7台

目标 7：开发新工艺(新方法或

新模式)3个

目标 8：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

件

目标 9：承担省市项目 1项

目标 10：申请发明专利 4项

目标 11：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2

个

建设国内

一流研究

机构

1.围绕用于固态射频电源的

DC/DC 变换器拓扑结构展开分

析，确定电源性能参数，设计变

换器整体结构。

2.建设和提升广东省科学院电

子电器研究所科学传播能力，促

进公众对广东省科学院电子电

器研究所科技服务的了解，体现

广东省科学院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的贡献，为公众营造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

氛围。

3.采购仪器设备，提升本所检测

能力和计量校准能力。完成实验

室老旧电路改造升级，消除用电

安全隐患，保障试验用电安全。

研究所建设

国内一流研

究机构。

目标 1：服务企业 50 家

目标 2：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

件

目标 3：建设区级以上科普教育

基地 1个

目标 4：申请软件著作权 2项

目标 5：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发

合同数 1项

目标 6：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1

个

目标 7：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4

场

目标 8：向社会开放单元 3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所 2020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为:贯彻落实

广东省科学院的工作安排，项日管理规范，项目资金投入与产出

取得较好成效。2020 年我所项目绩效自评结论如下：



项目一：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自评得分 95.35

分。

1、投入。

该项主要从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

值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

（1） 项目立项。

（1-1）论证决策-论证充分性：自评 4 分。

项目已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

（1-2）目标设置-完整性：自评 2 分。

项目已设置了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并包括预期提供服务的

产出数量，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

（1-3）目标设置-合理性：自评 2 分。

绩效目标与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

（1-4）目标设置-可衡量性：自评 2 分。

绩效目标设置有数据支撑、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1-5）保障措施-制度完整性：自评 1 分。

已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具备实施条件

（1-6）保障措施-计划安排合理性：自评 1 分。

工作进度计划合理。

（2） 资金落实。

(2-1)资金到位-资金到位率：自评 3 分。

项目资金足额拨付。



（2-2）资金到位-资金到位及时性：自评 2 分。

项目资金已及时到位。

(2-3)资金分配-资金分配合理性：自评 3 分。

资金分配合理，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2、过程。

该项主要从资金管理、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

值 20 分，自评得分 15.35 分。

（1） 资金管理。

（1-1）资金支付-资金支出率：自评 1.35 分。

分 值 = 支 付 额 / 预 算 额 度 *100* 指 标 权 重

=134.97/601.81*6=22.43%*6=1.35。

（1-2）支出规范性-支出规范性：自评 6 分。

预算执行、事项支出、会计核算基本符合制度规定。

（2） 事项管理。

（2-1）实施程序-程序规范性：自评 4 分。

项目已按规定程序实施。

（2-2）管理情况-监管有效性：自评 4 分。

已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但仍需要不断提高管理机制可行性，

主管部门按规定已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

3、产出。

该项主要从经济性、效率性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1）经济性。

（1-1）预算控制-预算控制：自评 3 分。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实际支

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1-2）成本控制-成本节约（成本指标）：自评 2 分。

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

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综合自评：25 分。

从项目绩效实际完成情况（数量指标）、及时性（时效指标）、

质量达标（质量指标）情况综合分析，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相对薄

弱，相关的硬件条件和实验资源需要完善，项目实施进度有待提

高。

4、效益。

该项主要从效果性、公平性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30

分，综合自评：30 分。

项目二：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专项项目，自评得分

98.62 分。

1、投入。

该项主要从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

值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

（1）项目立项。



（1-1）论证决策-论证充分性：自评 4 分。

项目已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

（1-2）目标设置-完整性：自评 2 分。

项目已设置了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并包括预期提供服务的

产出数量，预期达到的效果性指标。

（1-3）目标设置-合理性：自评 2 分。

绩效目标与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

（1-4）目标设置-可衡量性：自评 2 分。

绩效目标设置有数据支撑、有可衡量性的产出和效果指标。

（1-5）保障措施-制度完整性：自评 1 分。

已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具备实施条件

（1-6）保障措施-计划安排合理性：自评 1 分。

工作进度计划合理。

（2）资金落实。

(2-1)资金到位-资金到位率：自评 3 分。

项目资金足额到位。

（2-2）资金到位-资金到位及时性：自评 2 分。

项目资金已按时到位。

(2-3)资金分配-资金分配合理性：自评 3 分。

资金分配合理，有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

2、过程。

该项主要从资金管理、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



值 20 分，自评得分 18.62 分。

（1）资金管理。

（1-1）资金支付-资金支出率：自评 2 分。

分 值 = 支 付 额 / 预 算 额 度 *100* 指 标 权 重

=102.73/133.38*6=77.02*6=4.62。

（1-2）支出规范性-支出规范性：自评 6 分。

预算执行、事项支出、会计核算基本符合制度规定。

（2）事项管理。

（2-1）实施程序-程序规范性：自评 4 分。

项目已按规定程序实施。

（2-2）管理情况-监管有效性：自评 4 分。

已建立项目管理机制，但仍需要不断提高管理机制可行性，

主管部门按规定已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

3、产出。

该项主要从经济性、效率性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30

分，自评得分 30 分。

（1）经济性：自评 5 分。

（1-1）预算控制-预算控制：自评 3 分。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的前提下，实际支

出未超过预算计划。

（1-2）成本控制-成本节约（成本指标）：自评 2 分。

与同类项目或市场价格比较，项目实施的成本（包括工程造



价、物品采购单价、人员经费等）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自评 25 分。

从项目绩效实际完成情况（数量指标）、及时性（时效指标）、

质量达标（质量指标）情况综合分析，项目前期研究基础相对薄

弱，相关的硬件条件和实验资源需要完善，项目实施进度有待提

高。

4、效益。

该项主要从效果性、公平性两个方面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30

分，综合自评：30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20 年度，广东省科学院电子电器研究所支出当年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 355.26 万元，资金使用率为 39%。其中: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支出当年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 134.98 万元，资金使用率 22.43%。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支出当年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 102.73 万元，资金使用率 77.02%。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名称 预期阶段性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购置关键

设备、建设

创新平台

目标 1：服务企业 20 家 目标 1：服务企业 20 家

目标 2：提供技术服务 150 项
目标 2：提供技术服务 173

项



项目 目标 3：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

发合同数 6项

目标 3：与企业签订委托技

术开发合同数 6项

目标 4：发表论文 1篇
目标 4：已发表核心论文 1

篇

目标 5：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1

项

目标 5：正在研究核心关键

技术 1项

目标 6：研制新装备 5台 目标 6：已研制新装备 5台

目标 7：开发新工艺(新方法或

新模式)3 个

目标 7：已开发新工艺(新方

法或新模式)3 个

目标 8：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

件

目标 8：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2件

目标 9：承担省市项目 1项

目标 9：承担省科技厅项目

1项，获广州市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

目标 10：申请发明专利 4项 目标 10：申请发明专利 4项

目标 11：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2

个

目标 11：已发布参与制定技

术标准 2个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名称 预期阶段性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建设国内

一流研究

机构项目

目标 1：服务企业 50 家 目标 1：服务企业 50 家

目标 2：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

件

目标 2：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1件

目标 3：建设区级以上科普教

育基地 1个

目标 3：新建省级科普基地 1

个

目标 4：申请软件著作权 2 项
目标 4：获得软件著作权 2

项

目标 5：承担企业委托技术开

发合同数 1项

目标 5：已承担企业委托技

术开发合同数 1项

目标 6：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1

个

目标 6：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1

个

目标 7：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4

场

目标 7：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4

场

目标 8：向社会开放单元 3个
目标 8：已向社会开放单元 3

个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和专项资金绩效设置和监督制度仍需完善。

2、项目采取逐步实施方式，项目实施进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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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监督机制。科研团队和财务部

门应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在有效开展资金安全性、规范性监

督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绩效监督制度，按照绩效评

价的内在原则，对照项目立项要求，运用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共同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过程及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适时调增项目资金的投向。

（二）更加强化部门预算管理，提高项目预算编制的精确

度。根据项目建设的轻重缓急和项目合同书的要求，合理分配财

政资金，加强与部门的沟通，按照财力情况认真核定项目预算，

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