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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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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社联着力建设社会化宣传教育和社科知识普及公共平台，通过

各种形式的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提高广大上海市民的综合素质，推

动理论创新，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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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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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预算项目。 

市社联负责项目的预算编制和申报，2017 年的“理论探索与学

术争鸣”项目申报预算资金为 1,330,000 元，并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

同意项目预算额为 1,330,000 元，预算执行率 100%。项目实际执行率

高于 95%，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优秀。 

2017 年度“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项目主要包含组织学术会议

22 场，平均每个月 2 场，举办圆桌会议 12 组，并形成了中国改革系



列论坛、中国教育与城市研究系列论坛、人工智能专题论坛、社会科

学研究系列论坛等品牌。 

 

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在对 2017 年市社联“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项目财政支出绩效

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后，项目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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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评价得分值，项目本次绩效评级为“优”。 

表 1  2017 年“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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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1 项

目立项

６ 

A11 项目与预算单位相关职能的相适应情况 4 100% 4 

A12 项目立项的政策文件支持度 2 100% 2 

A2 项

目目标

６ 

A21 绩效目标的合理性 ３ 66.67% 2 

A22 绩效指标的明确性 ３ 66.67% 2 

B 

项目

管理 

30 

B1 投

入管理

6 

B11 预算执行率 6 100% 6 

B2 财

务管理

12 

B21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6 100% 6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6 100% 6 

B3 项

目实施

12 

B31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6 80% 5 

B32 项目现有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6 80% 5 

C 

项目

绩效

58 

C1 项

目产出

36 

C11《探索与争

鸣》计划完成情

况 

C111 期刊出版情况 6 100% 6 

C112“圆桌会议”召开情

况 
6 100% 6 

C12《探索与争

鸣》完成及时性

情况 

C121 期刊出版及时性 6 100% 6 

C122“圆桌会议”召开及

时性 
6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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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探索与争

鸣》成果质量情

况 

C131 期刊与会议完成质量 6 80% 5 

C132 论坛组织情况 6 80% 5 

C2 项

目效益

22 

C21 项目社会效

益 10 

C211《探索与争鸣》推动

讨论与学术争鸣情况 
10 100% 10 

C22 项目可持续

发展情况 6 

C221 部门长效机制建设情

况 
6 100% 6 

C23 项目的满意

度调查 6 

C231 项目管理者满意度情

况 
3 66.67% 2 

C232 项目参与者满意度情

况 
3 66.67% 2 

合计 100  92 

（二）实施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2017 年市社联“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项目

的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较为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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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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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设立《探索与争鸣》有利

于繁荣国家文化，推动社科发展。所以，项目的战略决策和立项依据、

项目目标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 

2、项目实施内容：2017 年度 “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项目共

实施了以下五项内容：（1）已按计划办好《探索与争鸣》12 期刊物

及微信公众号。（2）已按计划组织学术会议 22 场，平均每个月 2 场，

举办圆桌会议 12 组，并形成了中国改革系列论坛、中国教育与城市

研究系列论坛、人工智能专题论坛、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论坛等四个品

牌。（3）已按计划策划相关论坛：策划青年学者培养计划，召开青年

学人系列理论研讨会；举行“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验与展望”

系列论坛。（4）已完成推进系列讨论和学术争鸣计划：开辟互联网+

十三五经济发展重难点研究，充分利用好大数据、微信等新兴学术生

产工具，提升学术和思想的传播力，在全国同类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



（5）按计划开展“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并择优刊发征文。 

3、项目实施情况：2017 年度 “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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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规办

好十二期刊物和微信公众号，按计划组织学术和四个品牌，组织相关

论坛，完成推进系列讨论和学术争鸣计划，按计划开展“青年理论创

新奖”征文，并择优刊发征文，上报国家社科规划办自查报告、总结

和预算，项目的及时性和质量情况有较好的保证。 

（三）项目绩效 

1、市社联 2017 年积极办好 12 期刊物及微信公众号。据统计，

到 2017 年 11 月，微信公众号订阅数已多达 7.6 万人。目前每天以 1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长，后台显示，推出文章日均阅读量稳定在 3000 人

次左右，据第三方权威评估机构清博指数统计，《探索与争鸣》微信

公号阅读量和点赞量始终名列全国同类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第一，

2017 年 9 月 7 日显示的估值为 5519250.00 元。 

2、《探索与争鸣》本年度集中开展了四个学术活动：其一是全球

化受挫时代推进中国改革，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

（哲社版）编辑部合办了“全球化受挫与人类巴比伦塔的重建”圆桌

会议，组织发表了多组相关文章；其二是聚焦城市治理与教育问题，

与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合作举办了“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的理论与

实践”高层论坛；其三，《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连同华东政法大学政

治学研究院合作举办了“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学术研讨会；其四，

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研讨，并发表了“中国学术何以

富有生命力”的圆桌会议专题笔谈，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前沿问

题”专题文章等。 

3、市社联已按时出版《探索与争鸣》十二期刊物，并受到了广

大读者的喜爱。 

4、项目完成及时性情况：根据《2017 年度工作汇报》内容得知：



项目所有工作内容均按计划时间落实开展，及时性情况较好。 

5、项目完成质量情况：根据《2017 年度工作汇报》内容得知： 

（1）期刊圆满完成。2017 年 1 月以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在市社联党组领导和兄弟处室的支持下，紧紧依靠一支年轻的 80 后

工作团队，在专业期刊一统天下的格局下，积极探索综合性学术期刊

的差异化发展之道，坚持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

坚持以当下性、公共性、学术性、争鸣性、思想性为核心，以名家、

名作、名栏目为抓手的办刊特色，坚持追踪时代和改革大潮，及时捕

捉学术前沿问题，将理论探索与学术争鸣相结合，在选题策划和打造

特色刊物上下功夫，在全国同类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探索与争鸣》在学术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起到了推

动讨论与学术争鸣作用，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论坛组织完成情况良好。2017 年，编辑部一方面经营期刊

老牌特色栏目“圆桌会议”，组织处于改革前沿的精品选题；一方面

塑造新的品牌论坛，如人工智能论坛；再一方面，开辟“学术工作坊”，

打造小而美、精而深刻的专题论坛，大力扶持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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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作为一份先锋理论期刊，其特色既要体现所

刊文章的学术前沿性与问题意识，又要有效地贯彻“双百方针”，使

学术问题在争鸣中得到创新、得到繁荣，本年度在办刊中体现如下六

方面的特点：其一，聚焦前沿问题；其二，组织学术争鸣；其三，追

踪社会热点；其四，发挥集束效应；其五，占领学术高地；其六，关

爱青年成才。 

2、《探索与争鸣》杂志牢固树立党的宣传阵地意识，积极探寻

“互联网+”时代传统学术媒体的生存之道，适应互联网时代学术生

产方式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深度推进学术大众化、时代化和接地气，



充分利用好大数据、微信等新的学术生产工具，提升学术和思想的传

播力，努力实现学术话语方式、传播方式的弯道超车，在全国同类学

术期刊中独树一帜。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相关管理制度不够完善。2017 年市社联“理论探索与学

术争鸣”项目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为，《上海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章程》、《上海市社联机关和刊业中心考核办法》只是属于上

层的制度管理规定，缺乏对具体的活动的细则要求。同时，根据相关

年度汇报，刊物出版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刊物的整体运营，

限于人手紧张，不能做到张弛有度，全面处于奔波之中，故管理制度

需要完善。 

2、项目质量上需要进一步提高。2017 年市社联“理论探索与学

术争鸣”项目在《探索与争鸣》期刊的质量上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探

索与争鸣》在选题策划上，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思潮，如何既把

好政治关，又坚持刊物的前沿问题关注的传统，如何既避免触碰雷区，

又保持敏锐的触角，避免进退失踞，弹尽竭虑，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探索与争鸣》存在上升空间，故期刊、论坛和微信的经营需要进一

步稳步开拓。 

（三）建议 

1、建议完善具体项目的实施管理制度。由于目前市社联的“理

论探索与学术争鸣”项目是个长期性项目，项目的管理制度在进一步

完善的同时也能保证其之后项目的开展。所以，建议市社联针对项目

的管理实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具体子项目的实施管理制度。 

2、建议进一步提升《探索与争鸣》期刊的品质。不断完善期刊

的内容与管理，进而为社会文化增添更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