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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茂名市科学技术局

预算单位数量：2

填报人：李敏

联系电话：0668-2274448

填报日期：202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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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茂财绩函〔2022〕2 号）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

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经查阅、核

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形成本评价

报告。现将 2021 年茂名市科学技术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

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茂名市科学技术局为主管科技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负

责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承

担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和组织、科技创新政策拟定、创新平

台体系建设、科技项目组织、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等多项任

务。

（二）设置机构及人员情况

茂名市科学技术局下辖茂名市科技事务中心，茂名市科

技事务中心（加挂茂名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牌子）为公益一类

正科级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局本级共设 5 个科室，分别

是办公室、政策法规和规划科、科技发展与管理科、高新技

术科（产学研结合科）、农村和社会发展科技科。市科技局

核定行政编制 16 名、事业编制 20 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1

名，年末在编在职人员共 36 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1 名、

退休人员共 3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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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工作如下：

1、完善我市科技创新政策。紧跟国家、省科技创新新

形势，推动落实省“科创 12 条”等政策文件在我市落地，

并结合我市实际，完善相关科技创新配套政策，不断提高科

技创新政策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大力促进创新要素向我市集

聚。切实保障我市财政科技经费投入，落实科技后补助等政

策，通过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放效应，引导形成

各类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加大创新投入。

2、着力抓好省科技创新考核评价指标。围绕省创新驱

动发展“八大举措”指标和高质量综合绩效评价中的创新指

标，突出抓好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建立研发

机构、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孵化育成体

系建设、自主核心技术攻关、科技金融融合等工作。

3、加快推进国家级高新区建设。以“国家高新区评价

指标体系”为导向，强弱项、补短板，全力冲刺全国高新区

百强。继续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采用“研发+中试+孵

化”一体化新模式，加快推进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绿色化

工与新材料中试基地、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大学科技园等高水

平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组织园区创新型

企业参与国家、省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推动产业

链布局迈向中高端。强化高新区的公共服务与孵化功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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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孵化。

4、加快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全力推进岭南现代农

业科学与广东省实验室茂名分中心、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

东华能源霍尼韦尔UOP茂名协同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抓好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开展先进农业技术的集成

示范和成果推广。引导科技服务机构、高校、大型企业、行

业骨干，共建公益性、技术性、一站式的创新共享和服务平

台，推进重大创新平台科技基础设施、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开

放。

5、全面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动政府部门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战略合作，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

通过成果转化、委托开发、联合开发、共建技术研发机构等

形式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组建各类产学研创新平台。积极

推荐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在市级科

技科技专项中重点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

6、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抓好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国家农业现代产业园建设，争取尽快出成果。进一步完善华

农大茂名现代农业研究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茂名分院建

设，为我市种养殖业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农产品精深加

工等领域提供科技支撑。支持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特派员工作站、“星创天地”等创新平台，

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支撑。支持和关注我市农业类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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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展先进农业技术的集成示范和成果推广，助推精准

扶贫脱贫。

7、提升本地高校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二本四专”高

等学校建设，发挥本地高校自身特色和资源优势，围绕茂名

振兴发展战略，设置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在人才培养、

技能培训、技术研发、区域文化传承等方面，培育学校品牌，

努力实现教育教学资源的社会共享。支持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扩宽科研成果转化应用面，更好地

服务茂名石化产业发展。

重点工作任务如下：

1、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强化科技创新载体支撑。

加快建设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突出抓好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的融合建设工作；完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中试基地

项目管理规定（试行）》等规章制度；部分建成共性中试基

地。积极推进广东茂名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和选址等工作，有

序建设茂名高新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大学科技园。

2、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编制生物医药与健康等 5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实施方案；加快培育和发展创新型企业，组织筹

备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茂名赛区）暨“油城科创”杯

创新创业大赛。

3、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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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茂名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在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基础

平台、人才引进与团队建设、建设经费到位、总部研发大楼

确权等工作进展顺利。国家农业科技园顺利通过验收，两个

省级农业科技园顺利推进建设，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开展项目

攻关，全面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4、深化产学研合作，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抢

抓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及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新格局的重大战略机遇，建立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促

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部门（单位）年度实际支出数与年度实际收入数比率，

用以反映和评价部门(单位）预算支出完成程度。整体支出

完成率=部门(单位）年度实际支出/（上年结余结转+部门(单

位）年度实际收入）×100%。结果≥100%，得 10 分，本部

门本年整体支出完成率为 89%，得分 6 分。目标为达到 100%，

争取满分。

（五）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1、2021 年度部门总体收入情况(按收入来源)

茂名市科学技术局 2021 年部门总体收入合计 33，761，

158.89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为

33,574,089.71 元，其他收入为 187,069.18 元。

2、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按支出类型、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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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

茂名市科学技术局2021年整体支出合计35,713,474.44

元，按功能分类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7，112 元；科学技

术 支 出 31,562,449.03 元 ； 社 会 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1,246,447.15 元；卫生健康支出 317,755.31 元；农林水支

出 1800 元，住房保障支出 2,114,362.56 元，其他支出

113,548.39 元。

按经济分类支出中工资福利支出 9,202,766.94 元，商

品和服务支出 2,934,870.29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79,044.21 元；资本性支出 102,793 元；对企业补助支出

22，994,000 元。

3、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 60,588.42

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占 0% ；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支出 46，166.85 元，占 76.20% ；公务接待费支

出 14,421.57 元，占 23.80% 。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按照《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分表》的评价指

标，我局进行了认真的自评分析，经研究，我局 2021 年

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2.5 分。具体得分如下：

自评材料报送情况自评得分 10分，预算编制情况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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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情况为 51.5 分，其中资金管理的整体支出完成率

=89%，得分为 6 分；本年度结转结余率为 0.96%，得分 4 分；

另外本单位的三公经费控制率（95%）在合理水平，得分各

为 2 分，响应了厉行节约的政策要求；第四部分资金使用绩

效自评为 21 分，其中加分项占 1 分，共计 92.5 分。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1、工作绩效（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新增 1 家广东省光学化学品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类），

成为我市第一家企业类省重点实验室；新获批 1 家省新型研

发机构，新获认定 11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至目前，全

市共建有各类创新平台 500 多家，包括国家级创新平台分支

机构 4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 家、省实验室 1 家、省重点

实验室 3 家、省新型研发机构 4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3

家、广东省科技专家工作站 14 家（含院士工作站 1 家）、茂

名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48 家等。科技孵化体系实现较快发

展，目前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共 28 家，其中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4 家、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2 家、省级众创空间 5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面

积 13.39 万平平方米，孵化器在孵企业数量超 400 家。全市

规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比例 35%，主营业务收入 5 亿元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研发机构全覆盖。

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有 125 家企业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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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培育壮大我市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奠定

良好基础；共分 3 批组织 58 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我

市存量高新技术企业可达到 152 家。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茂名赛区）暨“油城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共有 2 个

项目进入省赛决赛并获得二等奖；4 个项目入围国赛，其中

2 家企业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奖”，得奖数量在粤东西北排列

首位。

在 2021 年省乡村振兴战略（“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

中设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专题 360 万元。目前，全市共组建

农业类创新平台 100 多家。广东茂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成效显著，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按照“三区”及“一心五区”

的功能布局建设，打造了一条荔枝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精

深加工-市场物流-休闲观光旅游的全产业链的农业科技创

新高地。新增高州龙眼产业园为省级科技园区；茂南罗非鱼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稳步推进。争取到 2021 年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计划项目立项5项，获得支持资金500

万元。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对接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有针对

性的组织科技下乡和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 300 余场，受训农

民 10000 多人次；2021 年新入库茂名市农村科技特派员 747

名，组织选派 20 个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全面对接开展驻镇

帮镇扶村工作。

今年以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深圳大学、省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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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等高校院所到我市商讨产学研合作。市政府与深圳

大学合作协议文本已经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协议签订相关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资金使用绩效

在资金使用绩效（占 20%权重）中，我局的自评得分共

20 分，分别是反映重点工作和项目完成情况的（项目）工

作的效率性：10 分、反映部门（单位）的项目（工作）实

施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效果性：8 分、

反映部门（单位）履行职责与增加公共利益、公共福利和

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相关联程度、是否造成社会不公而引

起纠纷、诉讼信访、上访甚至违法犯罪的公平性：2 分。加

减分项：反映部门工作受到表彰或批评问责的情况；本部

门共加分 1 分，分别是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茂名赛

区中获得广东赛区组委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服务

机构称号；在 2021 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

（三）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存在问题

一是我局项目资金整体支出率和财政资金结余率分数

不高，财政资金使用进度需进一步加快；

二是预算执行力度有待加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

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三是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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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汽车的日常维护支出；

四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待完善。

2、改进意见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

一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加快我市产业升级。

二是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

加强单位内部各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

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三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

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

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

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专款专用，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四是抓好“三公”经费控制。我局一直对“三公”经费

的使用规模和比例严加控制，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

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

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五是科学执行绩效预算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加强对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逐步建立以绩效为

导向的预算编制模式，把绩效考评的结果作为编制部门预算

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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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对项目资金进行有规划地使用，定期与财政对口业

务科室对接专项资金工作，跟踪立项单位资金到账情况，制

定月度、季度，半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加快财政资金使用进

度。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