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371,2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371,200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
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
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计工作制度》
4.《学会学术活动管理规定》
5.《2018年“上海思想界系列学术活动”项目工作计划》

项目总预算（元） 1,417,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17,600

    为积极履行自身职能，促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加强理论创新，
繁荣发展上海的社会科学事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2018年度“上海
思想界系列学术活动”项目。项目包含四个子项目，分别为《上海思想界》月
刊、《上海思想界》专报、《上海学术报告》及系列学术座谈活动。
    该项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和项目资金
的管理，具体实施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刊业中心负责。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
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思想界》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份思想
性月刊，也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积极参与中国改
革历程、参与国家急迫需要的基础理论建设提供的一个重要平台。2018年度“
上海思想界系列学术活动”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发挥《上海思想界》为改
革开放出谋划策的功能，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进程增添正能量。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上海思想界系列学术活动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战略目标适应性 =100%

立项依据充分性 =100%

项目立项规范性 =100%

1.每月出版1期《上海思想界》月刊，共12期，并在当年度内面向全国赠送2000
份。
2.定期编制《上海思想界》专报。
3.按时对学术思想等进行总结，编制《上海学术报告》。
4.定期召开各式各样的学术座谈活动，促进社会各界的思想交流。

    上海市社联《上海思想界》编辑部通过月刊，专报，学术报告及系列学术
座谈活动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上海社会科学发展，繁荣上海思想界，为思想界
搭建一个与政府沟通的平台，及时将社会科学界的意见和建议传递给政府部
门，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和帮助。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月刊、专报、学术报告和学术座谈活动等各项工作，月
刊、专报校验合格率100%，学术报告通过率100%，学术座谈活动参与人数达
标，月刊、专报订阅率有增长，学术报告被引用率有增长，能为相关部门决策
提供参考和帮助，管理人员及参与人员的满意度达到85%。

分解目标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月刊 612,600.00

上海学术报告 272,500.00

系列学术活动 177,500.00

专报 355,000.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1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到位及时率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影响力目标

参与人员满意度 >=85%

管理人员满意度 >=85%

效果目标

月刊订阅率增长情况 持平

学术报告被引用情况 有

成果应用情况 有

产出目标

月刊出版率 =100%

学术报告完成及时性 及时

学术座谈活动完成及时性 及时

月刊差错率 =0

专报差错率

投入和管理目
标

有效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及时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专报出版率 =100%

学术报告完成率 =100%

学术座谈活动完成率 =100%

专报出版及时性 及时

专报订阅率增长情况 持平

=0

学术报告差错率 =0

学术座谈活动目的达成率 =100%

月刊出版及时性



备注

影响力目标

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2018-2-1 结束时间 2018-11-30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1.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乐、让人文社会科学
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
地科普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
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会科
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2.随着东方讲坛定位职能的转变，将逐步建设特色举办点，应对新型市民文化精神
需求，提供更丰富的高端讲座产品，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
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
的范围与影响力；通过对举办点的日常运维以及志愿者队伍的建设，维护品牌形
象，凝聚一批热爱听讲座的人群共同参与到讲坛的工作中。
同时科普处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以13号线淮海中路地铁
站为试点，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市民身边
。
3.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遴选
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
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打造兼具科学性、文学性，又具通俗
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科普图书、科普音像制品和科普宣传品。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和《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办发[1996]22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1.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是本市科普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自2002年以来，市
社联已连续成功举办了15届社科普及活动周，2017年拟举办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周。第15届活动周开展了开幕式、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主题论坛、社会调
查成果发布、义务咨询服务、主题展览、主题活动和科普讲座等250余项特色科普活
动，吸引了来自学会、公共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街道镇等200多家单位热情参
与，直接受众超过10万人次。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
寓教于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
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2.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
容之一。本年度社联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以13号线淮海
中路地铁站为试点，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
市民身边。在高校建设科普基地试点，并组织志愿者活动。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1.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是本市科普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自2002年以来，市
社联已连续成功举办了15届社科普及活动周，2017年拟举办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周。第15届活动周开展了开幕式、科技与人文的对话、主题论坛、社会调
查成果发布、义务咨询服务、主题展览、主题活动和科普讲座等250余项特色科普活
动，吸引了来自学会、公共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街道镇等200多家单位热情参
与，直接受众超过10万人次。本届科普活动周将继续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
寓教于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
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科普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
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2.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是市社联五大公共平台建设的内
容之一。本年度社联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以13号线淮海
中路地铁站为试点，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到
市民身边。在高校建设科普基地试点，并组织志愿者活动。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作规范》、《上海市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市社联科普处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信息发布管理规定（试行）》、《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资
助办法（试行）》

项目总预算（元） 2,8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8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8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2,88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1,220,000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 700,000

社科普及产品开发 960,000

 1.本届科普活动周计划坚持“社联搭台、多方参与、寓教于乐、让人文社会科学走
向大众”的工作理念，举办学会特色科普活动、区域特色科普活动、社科普及基地
科普活动、媒体宣传活动等板块活动，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社科普及活动，
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会科学知
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2.本项目计划应对新型市民文化精神需求，提供更丰富的高端讲座产品，以满足不
同人群的需要。计划通过课程的策划与开发，邀请知名专家，产出文化精品；通过
媒体的宣传与推广，扩大普及和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通过对举办点的日常运维以
及志愿者队伍的建设，维护品牌形象，凝聚一批热爱听讲座的人群共同参与到讲坛
的工作中。同时科普处拟利用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全天候开放的优势，以13号线淮
海中路地铁站为试点，不断辐射覆盖上海各条地铁线路及车厢，将社会科学知识送
到市民身边。
3.本项目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遴选精品学术讲座进行录制、剪辑，摘编专家语录、精彩观点等，吸引和鼓励社
会各界参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

通过积极开展群众性、社会性和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普及社科知识、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大力推动市民会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提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产出目标

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完成率

=100%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完成率 =100%

社科普及产品开发完成率 =100%

绩效目标和理性 =1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到位及时率 及时

=100%预算执行率

绩效目标明确性 =100%

战略目标适应性 =100%

立项依据充分性 =100%

项目立项规范性 =100%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社科普
及产品开发和东方讲坛活动，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活动多样性，第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参与人数较上年有增长，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参与人
数较上年有增长，东方讲坛听众人数较上年有增长，社科普及产品验收合格率100%
且在实际工作中被运用，参与人员满意度达到95%。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影响力目标

备注

增长

良好

增长

>=95%

=100%

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完成及时性

及时

增长

东方讲坛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参与人数增长率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周参与人数增
长情况

社科普及产品推广覆盖情况

东方讲坛完成听众增长情况

参与人员满意度

管理人员满意度

产出目标

东方讲坛完成率

社科普及产品开发完成及时性 及时

>=95%

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完成及时性 及时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费用 810,000.00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3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330,000

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
[2004]3号，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发[1996]22号，1996年8月28日），相关业务制度、
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8年度推动“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创新工程项目的开
展有利于《探索与争鸣》发挥其角色作用，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高品位地探
索和思考社会变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反思性和前
瞻性的理论成果，更好地为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做贡献。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结束时间 2018-12-1

 《探索与争鸣》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理论评论刊物。创刊以来，始终以“坚持正确方向、提倡自由探
索、鼓励学术争鸣、推进理论创新”为办刊方针，积极反映时代主旋律，努力追踪
改革新浪潮，注重对学术和社会热点作深层次的理论评析，强调问题意识、思想性
与争鸣性，追求内容新、传播快、覆盖广的办刊特色，是学术界进行理论探索、交
流、争鸣的重要园地。“理论创新与学术争鸣”名刊建设工程主要包含《探索与争
鸣》期刊建设费用和学术活动费用。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1,400,000

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
[2004]3号，200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发[1996]22号，1996年8月28日）

项目总预算（元） 1,4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目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1-1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工作以及《探索与争鸣》学术活动，《
探索与争鸣》期刊计划出版率100%，《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人员满意度、《探索
与争鸣》学术活动参与人员满意度达到85%。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100%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指标目标值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00%

项目立项规范性 =100%

《探索与争鸣》学术活动费用 590,000.00

1、做好2018年的预算申报及工作计划。
2、按常规出版十二期刊物，在坚持刊物关注前沿问题的传统上，优化期刊内容，把
控选题，提高刊物质量。
3、召开12期“圆桌会议”。
4、组织“高等教育论坛”等论坛。
5、推进系列讨论和学术争鸣与培养青年学者。
6、维护好“探索与争鸣”网站和公共微信号。

确保刊物正常出版，提高刊物学术品质；确保刊物学术活动正常开展，提升刊物社
会影响力；确保期刊网络化平台高效运行，使得刊物在业界更具引领性。

=100%

=100%

战略目标适应性

及时

资金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率 =1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投入和管理目
标

到位及时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影响力目标

备注

产出目标

及时

=100%

=100%

期刊质量符合标准率

学术活动参与率

有效

及时

增长

>=95%

管理人员满意度

效果目标

管理制度长效性

>=95%

健全

=100%

=100%

《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完成率

学术活动完成率

《探索与争鸣》期刊建设完成及时
性

学术活动完成及时性

《探索与争鸣》期刊订阅数量增长
情况

参与人员满意度

投入和管理目
标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学术月刊精品工程建设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8-2-1 结束时间 2018-11-30

《学术月刊》是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
学月刊，1957年1月创刊，大16开本，168页。发稿侧重于哲学、经济学、文学
、历史学等基础学科，兼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尤其注重关涉
当代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理论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
通知》（中办发[1996]22号）

项目总预算（元） 1,450,95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50,95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418,9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1,418,9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
通知》（中办发[1996]22号）

市委领导在《学术月刊》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把《学术月刊》构筑
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打造成学术创新的摇篮、建设成人才培养的园地”的要
求。《学术月刊》为此特制定了“精品工程”计划，力图从2011—2020年的10
年时间里，把精品文章→精品栏目→精品期刊作为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常抓
不懈，持之以恒，真正使《学术月刊》成为上海学术界的一张名片、成为全国
一流名刊，从而与上海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排头兵、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相称
。

项目类型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十大热点 356,000.00

学术研讨活动 495,000.00

办刊经费 599,950.00

1. 由编辑部向全国一千余名专家学者发去该年度《十大学术热点调查表》（部
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2. 由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按学科组织20个课题组跟踪、研
究、撰写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年度进展述评。
3.“调查表”收回后，由专人进行分类整理，选出较为集中的热点话题，分别
征求相关学科专家的意见。
4.确定具有学术意义、学术内涵的15~20个候选热点问题，写成专题条目，列出
热点依据。
5.在京、沪两地分别召开专家评议会，投票确定该年度十大学术热点。
6. 就十大学术热点分别听取京、沪两地知名专家的意见。
7. 次年1月上旬在京召开媒体发布会并同时在次年1月份出版的《学术月刊》、
《光明日报》上正式公布结果。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倡导理论创新，鼓励学派竞争，深刻反映国家思想文化建
设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大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和学科前沿研究成果。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办刊、十大热点、研讨会议等工作，《学术月刊》校验合格
率达100%，热点侯选题采纳率达90%。

分解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战略目标适应性 =100%

立项依据充分性 =100%

项目立项规范性 =1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1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配套资金到位率 =100%

到位及时率 及时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投入和管理目
标



影响力目标

备注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办刊完成率 =100%

及时

十大热点完成率 =100%

会议完成率 =100%

《学术月刊》校验合格率 =100%

及时

《学术月刊》订阅数量增长情况 持平

会议参与人数增长情况 增长

热点侯选题采纳率 >=90%

会议完成率 及时

办刊完成及时性

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研讨会成果被采用情况 增长

管理人员满意度 >=95%

《学术月刊》订阅人员满意度 >=95%

十大热点完成及时性

投入和管理目
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