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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摘要 

概述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称“市社联”），是中共上海市委

领导下的以推动、协调全市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为主要任务的学术性

群众团体，是上海社会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上海广大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市社联成立于 1958 年 3 月 9 日，文革

期间停止活动，1978 年重新恢复。主要职能是：授权对上海市社会

科学的学术社团和民间研究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组织协调学术

研究活动，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展决策咨询工作，促进社会科学

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编辑出版学术书刊；评选、表彰社会科学的优秀

成果；宣传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和科研成果；反映社会科学界的愿望与

要求，维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当权益。 

市社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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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

2020 年）》（国发〔2005〕4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 号）等文件要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确立了 2017 年的“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预算项目。 

市社联负责项目的预算编制和申报，2017 年的“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项目申报预算资金为 2,880,000 元，并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同

意项目预算额为 2,880,000.00 元，预算实际执行金额为 2,880,000.00

元,预算执行率 100%。 

2017 年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主要包含第 16 届上海市社

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和社科普及产品开发三大主

题活动。 

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对 2017 年度市社联“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进

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项目总得分值为 92 分。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

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 2014 年 22

号文）的精神，结合本次评价得分结果，项目本次绩效评级为“优”。 

表 1  2017 年“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得分统计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及以上）指标 权重 

权重 

结果 

绩效

分值 

A 

项目

决策 

13 

A1 项目

立项 7 

A11 项目与预算部门职能目标要求的适应

性 
４ 100% 4 

A12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3 100% 3 

A2 项目

目标 6 
A21 项目绩效目标的科学性 6 66.67% 4 

B 

项目

管理 

23 

B1 投入

管理 3 
B11 预算执行率 3 100% 3 

B2 财务

管理 11 

B21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5 100% 5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6 100% 6 

B3 项目

实施 9 

B31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5 100% 5 

B32 项目现有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４ 100% 4 

C 

项目

绩效

64 

C1 项目

产出 24 

C11 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计划

完成情况 

C111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

学普及活动周计划完成率 
5 100% 5 

C112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

计划完成率 
4 100% 4 

C113 社科普及产品开发计

划完成率 
5 100% 5 

C12 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完成

及时性情况 

C121 科普活动开展及时性 5 100% 5 

C13 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成果

质量情况 

C131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成

果及其评奖情况 
5 100% 5 

C2 项目

效益 40 

C21 项目社会

效益 

C211 市民参与人数情况 8 81.25% 6.5 

C212 媒体宣传情况 8 81.25% 6.5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及以上）指标 权重 

权重 

结果 

绩效

分值 

C22 项目可持

续发展情况 

C221 科普活动可持续开展

的必要性情况 
6 100% 6 

C23 项目满意

度 

C231 项目组织管理者满意

度 
8 87.5% 7 

C232 项目参与者满意度 10 80% 8 

合计 100 --- 92 

（二）实施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 2017 年度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根据

评价的最终结果，项目决策的战略目标和国家的有关要求相符。且项

目的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的战略发展目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 号）、《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国发〔2005〕4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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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章程》、《学会学术活动管理规定》以及

《2017 年“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工作计划》等文件要求相符。 

2、项目实施内容：2017 年度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共实

施了以下三项内容：（1）完成了第 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

（5 月 17 日至 23 日）全部年度工作。（2）完成了经常性社科普及

活动全部年度工作，包括：①与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地铁

13 号线和 1 号线内推出“二十四节气与我们的诗意生活”、“普及

社科成果，推进上海新作为”等多趟地铁“科普专列”②制作了《明

朝灭亡，是因为小冰河期》等四部“思想 60 秒”系列短视频，以及

《人活在自己的理解中》等三部“哲一个学”系列短视频。③做好对

口贵州遵义的文化帮扶工作，遴选教授进行专题演讲。④推出“法学

与法治国家的建构——法学演讲季”等多类别多主题系列讲座及主题

论坛。（3）完成了社科普及产品开发全部年度工作，组织编撰并出

版了科普读物《思想点亮未来（第一辑）》和《思想点亮未来（第二



辑）》。 

3、项目实施情况：2017 年度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的实

施情况较好。项目单位按照年度计划及各活动时间要求，完成了第

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社科普及

产品开发三大主题活动，并且当年各项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得到了各省

市区社科联同行的肯定，并获得了多项市级、国家级评奖评优，项目

的及时性和质量情况有较好的保证 

4、其他工作：在财务管理方面，市社联制定了《财务管理的规

定》、《预算管理制度》、《会计工作制度》、《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等文件，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并且在项目实际施行过程中，项目

管理者严格按照制度文件要求落实工作，预算执行及资金使用的合规

性情况也较好。在项目的实施管理上，市社联制定了《上海市社会科

学普及基地创建与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工

作规范》等对社科普及工作的运作流程、科普项目的评审立项及相关

经费使用作制度规范的文件，项目实施细则的管理规范文件较健全完

善，项目的实施管理能够依据文件要求落实工作，执行有效性也较好。 

经过上述努力，2017 年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的工作计

划已顺利完成，同时工作完成的及时性和工作质量也得到了较大保障。 

（三）项目绩效 

1、完成了第 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5 月 17 日至 23

日）全部年度工作，吸引了 200 余家单位的积极参与，开展了科普讲

座、义务咨询服务、主题展览、主题论坛、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诵读

会、专题科普活动、社科普及进地铁和新媒体科普等 300 项社科普及

活动，直接受众超过 10 万人次。 

2、完成了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全部年度工作。①市社联继续与

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地铁 13 号线和 1 号线内相继推出“二

十四节气与我们的诗意生活”、“普及社科成果，推进上海新作为”



等多趟地铁“科普专列”，以生动活泼、具有动感、“接地气”的方

式向市民乘客宣传普及人文社科知识。②制作了《明朝灭亡，是因为

小冰河期》、《从<静夜思>里的“BUG”说起》、《红楼梦“牛”

在哪里》、《读诗的意义》等四部“思想 60 秒”系列短视频，以及

《人活在自己的理解中》、《从“一把钥匙”看认识论和存在论》、

《问都不该问》等三部“哲一个学”系列短视频。③做好对口贵州遵

义的文化帮扶工作，分别遴选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

平教授围绕“大国崛起与国家安全形势”主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崧总工程师围绕“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与

城市规划”主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郭学堂教授围绕“当

代中美关系”主题在“黔北讲坛”做演讲。④推出多类别多主题系列

讲座，除形势热点、文化人生、健康与养生、文学与艺术、职业创业

生涯等板块外，还推出了“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构——法学演讲季”、

“文化中国”系列主题讲座之“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民众生活”、

“文化上海”系列主题讲座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

之路”、“思想点亮未来——带你走进高深可测的社会科学世界”、

“读懂世界”等专题宣讲活动等系列讲座，举办了“科技与人文的对

话”主题论坛。 

3、完成了社科普及产品开发全部年度工作，组织编撰并出版了

科普读物《思想点亮未来（第一辑）》和《思想点亮未来（第二辑）》，

分别收录了“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内容精选，

并附送由中学生听众读后感编辑而成的小册子，交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 

4、项目完成及时性情况：根据项目实施进程，结合 2017 年度“社

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中所要求的活动计划和相关要求，项目单位按

计划要求于 5 月的最后一周举办了第 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周，每月按计划节点开展了经常性科普活动，于年底前完成了所有科



普产品的开发。项目所有工作内容均按计划时间落实开展，所以及时

性情况较好。 

5、项目完成质量情况：2017 年度“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各

子活动完成质量情况如下：①第 16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吸

引了来自市社联所属学会、沪上高校及科研院所、区县宣传部、公共

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等 200 家单位热情参与，直接受众超过 10 万

人次，受到市民群众的广泛好评。②2017 年推出了一系列高端讲座，

每场均达到近 300 人的会场规模，且场场爆满，讲座质量上乘。③2017

年市社联积极做好对口贵州遵义的文化帮扶工作，因地制宜策划文化

讲座选题，讲座在遵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并安排三次重播，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2017 年市社联“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项目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肯

定与认可，光明网、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网、解放日报、

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劳动报、青年报等媒体围绕“走进历史 读懂

中国”系列讲座、“望道讲读会”、社科普及活动周、“科技与人文

对话”及社科调查成果发布等内容展开报道，共计 80 余篇（不包括

转载数），其中整版报道 18 篇。项目完成质量情况良好。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社会便于参与的平台。 

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中的“社科普及进地铁”活动打造了全国首

趟“社科普及”地铁专列，开通了“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主

题列车（1301 号），推出了“沪上社科名家”——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之学术贡献奖系列人物专列，启动了“思想的天空—

—照亮人类文明的先哲”主题专列（1303 号）。借助地铁人流量大、

传播快、受众广的特点，通过车厢的墙壁、车窗、拉手等载体，在列

车的拉手、壁贴和门贴上布置海报，图文简介等形式更好地向市民乘



客宣传普及人文社科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2、凝聚各方力量，汇集各方智慧。 

推出多类别多主题系列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宣讲社科知识，

内容覆盖面广泛，除形势热点、文化人生、健康与养生、文学与艺术、

职业创业生涯等板块外，还推出了“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构——法学

演讲季”、“文化中国”系列主题讲座之“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

民众生活”、“文化上海”系列主题讲座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

海经济的崛起之路”、“思想点亮未来——带你走进高深可测的社会

科学世界”、“读懂世界”等专题宣讲活动等系列讲座，举办了“科

技与人文的对话”主题论坛，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多元需求。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立不够科学合理。 

“社科普及活动”项目绩效总体目标符合项目立项依据要求，但

对于部分细化的绩效目标存在设置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不够契合的现

象，造成项目实际产出效果不足预期，主要表现为 2017 年项目活动

实际参与人数未达到较上年增长的预期目标，表现出项目绩效目标设

置不够科学合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2、项目单位对活动传播及宣传数据的后续收集分析不够到位，

项目的效益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项目单位未对各项社科普及活动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电视媒体、

新闻报刊等平台二次传播后的浏览量、收视率等数据信息做明确统计，

不利于项目单位全面了解活动实际传播效果，进一步分析相关数据并

对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做出相应调整，对提升项目效益造成一定的局

限性。 

（三）建议 

1、建议项目单位加强项目前期调研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科

学设置项目绩效目标。 



建议项目单位做好前期调研工作，通过比对往年“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的实施结果，结合实际情况，不高估或低估项目实际执行能力，

根据项目的立项依据、规章制度、实施内容、实施效果等方面制定科

学合理的具体绩效目标。尽可能确保这些绩效目标内容能如实、全面

地反映项目实施后的真实情况，使得项目在实际执行中与设立的具体

绩效目标的要求保持一致。 

2、建议项目单位加强各项目二次传播反馈数据的后续收集统计，

争取进一步提升项目社会效益。 

建议项目单位增加各项科普活动二次传播的受众量收集统计工

作，如：网络视频点击量、电视节目收视率、报刊购买量等市民二次

反馈数据，并开展数据分析、经验总结等后续工作，优化调整宣传手

法及传播方式，确保活动二次传播的高效性，争取进一步扩大项目覆

盖面，进而提升项目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