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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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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社联现有所属社会科学各学科学会 167 个，民办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 17 个，联系着本市高等院校、党校、有学科齐全、人才荟萃、

联系面广的综合优势。市社联着力于学术社团建设和管理公共平台建

设，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和民间科研机构给予指导，对所属学术社团

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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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各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年度工作的顺利开展，

市社联确立了 2017 年的“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

预算项目。 

市社联负责项目的预算编制和申报，2017 年“所属学术社团及

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项目申报预算资金为 2,400,000.00 元，并经



上海市财政局批准同意项目预算额为 2,400,000.00 元，本项目预算实

际执行金额为 2,400,000.00 元,预算执行率 100%。 

一、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在对 2017 年市社联“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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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与预算部门职能目标要求适应性 ４ 100% 4 

A12 立项依据充分性 ２ 100% 2 

A2 项

目目标

6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３ 66.67% 2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３ 66.67% 2 

B 

项目

管理 

29 

B1 投

入管理

5 

B11 预算执行率 5 100% 5 

B2 财

务管理

12 

B21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100% 6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6 100% 6 

B3 项

目实施

12 

B31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8 75% 6 

B32 项目现有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75% 3 

C 

项目

绩效

59 

C1 项

目产出

32 

C11 社会团体举行学术活动情况 8 100% 8 

C12 会员参与情况 7 100% 7 

C13 其他活动计划完成情况 8 100% 8 

C14 活动开展及时性 9 100% 9 

C2 项

目效益

C21 项目社会效果 6 100% 6 

C22 项目可持续开展必要性情况 7 1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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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23 项目管理部门满意度 6 83.33% 5 

C24 项目参与者满意度 8 75% 6 

合计 

 
100  92 

（二）实施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2017 年度市社联“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

研究机构管理”项目的项目立项和项目目标较为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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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件明确指

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意的一项重大任

务，同时对指导方针、目标、建设工程、体制改革等方面工作做出了

详细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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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

构管理”项目共实施了以下四项内容：（1）完成了 2017 年市社联社

会团体负责人会议系列活动，包括：社团负责人会议、换届交流会议、

7 场社团调研交流等会议。（2）监督促进了所属学术社团的学术功

能培育工作，包括：①汇总统计了市社联所属学会、民办社科研究机

构全年拟开展的共 500 余项的学术活动预报表，并督促其落实到位；

②组织学会参与一年一度的学术团体合作项目申报，83 个学会共计

申报项目 244 项。（3）举办了市社联第十一届“学会学术活动月”系

列活动，共计 132 项，其中学术年会 18 项、学术论坛 23 项、专题研

讨会 56 项、跨学会学术研讨 19 项、青年学者学术活动 16 项。（4）

对所属社团与民办社科机构进行了审计工作，未发现异常情况。 

3、项目实施情况：2017 年度“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

构管理”项目在计划时间内顺利完成了预先设定的各项社科研讨活动，

活动的及时性、质量情况均较好。项目单位按照年度计划时点落实了

各场 2017 年市社联社会团体负责人会议系列活动、第十一届“学会



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和所属社团与民办社科机构的审计工作，并督

促所属社团和民办社科机构完成了当年度的学术培育工作；共计 130

余名学术团体负责人参加 2017 年社会团体负责人系列会议，市社联

第七次代表大会共有来自上海市各学术社团及高校、党校、科研机构、

宣传系统的 600 多名代表及嘉宾与会，第十一届“学会学术活动月”

各系列活动深受人民喜爱，市社联所属会员悉数参与，会员参与情况

较好。 

（三）项目绩效 

1、完善所属学会工作机制：其一，完成所属 167 个社团和 17 个

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网上年报审核及年检初审工作，并对年报数据进行

分析、汇总。对 141 个申报 2016 年达标的学会进行年度考核初审、

复审，132 个学会通过达标审核。赴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上海市卫

生经济学会、上海市生产力学会等达标申报学会进行走访调研。其二，

加强与市社团局的沟通协作，修订形成《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社

会科学类）》。其三，提高社团对换届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指导和帮助

换届社团熟悉和掌握换届有关规定、程序、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年

度核准学会换届 25 个，批准延期换届 16 个。其四，召开学术团体调

研会议，探讨新形势下学术团体的职能定位、体制机制、主要任务、

发展方向、面临问题以及工作建议，并组织部分挂靠在党政机关的学

术团体开展专题书面调研。其五，开展学术团体干部财务专项培训班，

提高财务工作规范化。 

2、促进学术引领：其一，组织学会参与一年一度的学术团体合

作项目申报，83 个学会共计申报项目 244 项，涉及基础学科学会学

术活动、社科热点“一月一会”、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学会重大学术

项目、跨学会学术活动以及“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带一路”、上海

“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理论研究课题等方面。经专家评审，市社联



领导审核通过，对荣获立项的合作项目在成果宣传推介和经费等方面

给予支持。其二，汇总统计了市社联所属学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学

术活动预报表，督促市社联所属学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开展全年拟

举办的重要活动 500 余项，其中青年学者学术活动 50 项。其三，举

办上海市社联第十一届（2017）“学会学术活动月”，共计 132 项，其

中学术年会 18 项、学术论坛 23 项、专题研讨会 56 项、跨学会学术

研讨 19 项、青年学者学术活动 16 项。 

3、推动规范发展：其一，召开 2017 年度学术团体负责人暨党建

工作会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燕爽出

席会议并就新一年本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其

二，召开学术团体党工组负责人会议，组织部分学会、民非党工组负

责人学习近期中央、市委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文件精神。其三，

2017 年新批准设立党工组 6 个，调整党工组 25 个，完成所属学术团

体党的组织全覆盖。其四，召开学术团体党工组负责人专题学习班，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其五，年度核准学会换届 25 个。 

4、参与落实市社联第七次代表大会：本项目业务处室学会处参

与大会各个环节工作，组织各学术社团代表 600 余人参加市社联第七

次代表大会。大会具体组织、会务工作包括按社科界 5 路大军将 800

余名参会代表分为 20 个组别；确定市委党校大礼堂各组代表座位区

域、分组讨论教室、分组召集人和召集人会议时间、地点、议程；组

建联络员团队，制作会议通知，组织联络员以书面和短信形式发布会

议通知，对代表出席情况进行实时确认、汇总数据，力保出席率达到

大会法定人数要求。 

5、根据社会调查，市社联管理领导及参与的学术团体人员对本

项目组织的过程及成果的满意度分别为了 90%和 84.93%，市社联业

务部门规范了各下属协会的内部管理制度，并与其建立了顺畅有效的

专门沟通协调机制，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编制的明确性存在不足。 

市社联在申报项目绩效目标时，虽然规划了本项目的主要内容，

但对各子项目的具体活动场次数、参与会员人数及活动内容等编制不

够明确，本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置不够量化具体，不利于后续各项工作

的对比开展与考核。 

2、“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项目对其子项目

的实施管理制度可进一步完善。 

市社联作为本市学科学会及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指导管理

部门，要求各学会制定根据市社联的管理制度规范编制各自的学会工

作制度，对各学会的内部工作、会议等起到了规范管理的作用。同时，

市社联作为“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项目实施单位，

各学术团体学会交流探讨的牵头单位，虽对各个参与的学术团体有着

一定的沟通反馈机制，但对本项目实施的学术活动尚未形成清晰的实

施管理制度，对年度学术交流活动的实施流程、验收考核、成果运用

等缺乏明确的实施标准，“上海市社联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

机构管理”项目的实施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 

（二）建议 

1、建议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目标的编制，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

供更好地参照。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基础，是衡量项目实际完成好坏的依据，

建议市社联进一步完善对子项目的绩效目标编制，对年度各项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细化，包括实施内容、工作任务、受益对象等，预计各项

工作所要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并对预期产出和效果的数量进行量化，

以便为后续实际开展工作提供较好地参照和评判依据。 

2、建议进一步完善对其子项目的实施管理制度。 



由于“所属学术社团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项目为经常性项

目。所以，建议市社联夯实对本项目实施的学术活动的管理，进一步

保障、建立和完善年度学术交流活动的实施流程、验收考核、成果运

用等实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