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武汉科技馆老馆维修改造暨武汉市青少年创新教育中心

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武汉科技馆老馆维修改造暨武汉市青少年创新教育中心项目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600.00 600.00 100%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招标完成率 7项 7项 10

招投标项目合同签订率 7项 7项 10

质量指标 已完成招投标项目质量达标率 7项 7项 10

时效指标
完成前期招投标工作、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编制工程量清单及启

动施工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相关规定

控制成本
100% 10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拉动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展示科技前沿，

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

100% / 7.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项目实施的后续运行产生可持续影

响
使用寿命30年 / 7.5

总分 85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2020年该项目尚未验收移交，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指标暂无法评价其完成情况，
预计开馆之后能够实现绩效目标。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完善下年度绩效目标编制，按当年工作计划和进度合理设置可量化的绩效指标。同时，
继续严格执行项目建设各项制度，保障建设进度按计划进行，经费支出合理规范。



2020年度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得分

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82.36 分，评价等级为良。其

中预算执行情况得分 20 分，项目产出得分 42.36 分，项目效

益得分 10 分，可持续影响得分 5 分，满意度得分 5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执行率情况

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950 万元，年中指标调整 1125万元，

调整后预算数为 2075 万元，全部为上级转移支付财政预算

资金，实际使用资金 2075 元，资金使用率为 100.0%。

（二）完成的绩效目标

武汉科学技术馆 2020 年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新型创新教育模式，开展临时展览 5 个，举办“武汉战‘疫’”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科学家精神主题展”、“科

学共想 镜向未来——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超级细菌：

为我们的生命而战”、“全球机械百音盒”。科普剧创作 5 部，

宣传《走进科技馆》67 期，宣传《探秘科技馆》15期，科普

知识标识满意度 85.0%，展品完好率 95.3%，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升了武汉市青少年科学素质和创

新能力，区域客流量有一定增长。线上开播“云尚观展”，

成立“宇宙小课堂”科普教育活动小组，制作“宇宙小课堂”



科普视频，馆企联合开发“云尚心苑”，聚焦公众心理健康

科普需求，打造全新的线上心理健康栏目“云尚心苑”，对

全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有所提升。对带动周边商圈经济

有一定促进作用，展品完好率保持良好。2020 年场馆开放期

间未发生安全事故，社会公众满意度 92.0%。

（三）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项目有 5 个指标未完成。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

的影响，我馆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对外开放，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完成具体指标情况如下：

1.科普剧表演场次，目标场次 115场次，共对外表演 68

场，目标完成率 59.1%。

线下科普剧场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绿野仙踪》、《来电

奇缘》等经典剧目场场爆满，接待观众 6000 余人次。

2.科普剧表演场次，目标场次 10 部，共对外表演 3 部，

目标完成率 30.0%。

3.科普冬（夏）令营，目标 8 期，未开展项目。

4.科普报告会场次，目标场次 12 场，线上“云尚讲堂”

科普报告会 11场，点击量 1 万余人次，目标完成率 91.7%。

5.宣传《天天科普》，目标篇幅 365 篇，对外发表 245 篇，

目标完成率 67.1%。

6.宣传《中小学生科普剧汇演》，目标场次 12 场，未开

展项目。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部分绩效指标值设置不够合理、可量化程度低。“对全

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展

品完好率是否保持良好”等指标设置不合理，缺少可量化考

核的标准，不利于客观考核项目的完成情况。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在进行绩效指

标设计时，充分了解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重点关注项目的

共性特征、主要产出，做出可量化的绩效目标及指标，使制

定的绩效指标覆盖面广、可衡量，并能与项目产出和效益密

切相关。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根据历年预算支出方

向，调整下年度预算用途和明细，合理测算项目资金，以规

范项目预算执行。

附件：2020 年度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项目自评表



2020年度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2,075.00 2,075.00 100%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展览 5个 5个 5

科普剧创作 5部 5部 5

科普剧表演 115场 68 3

科普实验表演 10部 3部 1.5

科普冬（夏）令营 8期 0 0

科普报告会 12场 11场 4.5

宣传：天天科普 365篇 245 3.36

宣传：走进科技馆 50期 67 5

宣传：探秘科技馆 40期 15 5

宣传：中小学生科普剧汇演 1次 0 0

质量指标
科普知识标识满意度 80% 85% 5

展品完好率 90% 95.3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展品完好率是否保持良好 90% 95.30% 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5

总分 82.36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因疫情防控要求，未开展冬（夏）令营活动、学生科普剧汇演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并适当减少
了科普剧场的演出数量。
2、2020年1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科技报》和《武汉科技报·少年科普周刊》均停
刊。2020年5月复刊后发布14期走进科技馆；15期探秘科技馆，未完成年初绩效目标；但在疫情
防控期间，充分利用武汉科技报的新闻媒体平台优势，协助我馆向各大媒体推送科技馆的重大
活动、工作动态等，在人民网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22篇，在新华网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11
篇，在今日头条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20篇等。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制定下年度项目绩效目标，继续大力开展各类科普教育
活动，全面提升市民科学素质。



2020 年度科技馆运行经费项目自评结果

一、自评得分

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7.3 分，评价等级为优。其中

预算执行情况得分 20 分，项目产出得分 45.3 分，项目效益

得分 16 分，可持续影响得分 10 分，满意度得分 6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执行率情况

项目年初预算资金 3,202.3 万元，年中指标调整 508.99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为 2,693.31 万元，其中 2,693.31 万元源

于市级财政预算资金，实际使用资金 2693.31 万元，资金使

用率为 100.0%。

（二）完成的绩效目标

武汉科学技术馆 2020 年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新型创新教育模式，接待观众 119.3 万余人次，通过微信公

众号发布各类科普信息 996 篇，科普大篷车巡展共 56 场，

参与人数 5 万余人次。全年完成对 15 件展品的改造升级，

全馆展品完好率超过 90.0%，同时引入线上 VR 全景导视系

统，旨在打造具有探索性科普知识和互动功能的线上科技

馆，采用“参与、互动、体验”的观览形式激发公众对科学

的兴趣。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升了武汉市青少年科学素质和创



新能力，区域客流量有一定增长，对带动周边商圈经济有一

定促进作用。2020 年场馆开放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社会公

众满意度为 92.0%。

（三）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2020 年项目有 2 个指标未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1.对外开放天数。由于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我馆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对外开放，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对

外开放 131 天，目标完成率 59.6%。

2.各类科普信息浏览量。各类科普信息主要通过公众号

链接分享、微信朋友圈转发等各类社交渠道进行广泛传播。

公众号运营后台数据显示，2020 年各类科普信息浏览量达到

88.86 万余人次，计划浏览量为 100 万人次，目标完成率

88.9%。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部分绩效指标值设置不够合理、可量化程度低。“对全

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科

学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好”“互动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

好”等指标设置不合理，缺少可量化考核的标准，不利于客

观考核项目的完成情况。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在进行绩效指

标设计时，充分了解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重点关注项目的



共性特征、主要产出，做出可量化的绩效目标及指标，使制

定的绩效指标覆盖面广、可衡量，并能与项目产出和效益密

切相关。

（二）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根据历年预算支出方

向，调整下年度预算用途和明细，合理测算项目资金，以规

范项目预算执行。

附件：2020 年度科技馆运行经费项目自评表



2020年度科技馆运行经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科技馆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2,698.85 2,693.31 99.79%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观众接待人数 80万人次 119.3万余人次 6

对外开放天数 220天 131天 4

科普信息发布数量 720篇 996篇 6

各类科普信息浏览量 100万人次 88.86万余人次 5.3

科普大篷车巡展场次 45场 56场 6

科普大篷车巡展接待人数 5万人次 5万余人次 6

质量指标
讲解员讲解满意度 80% 89% 6

员工服务满意度 90% 98%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安全保障率 90% 100% 6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科学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好 良好 良好 5

互动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好 良好 良好 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6

总分 97.3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对外开放天数指标完成率60%，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武汉科学技术馆上半年基本处于闭馆状
态，于2020年7月25日正式开馆。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持续落实每日自查制、报备制。开馆前，对场馆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和安全检查，全体员工进
行核酸检测；开馆后，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坚持落实每日场馆、展品消毒消杀制
度。实行网上实名预约、总量控制、分时限流、错峰进馆等举措，确保参观环境安全、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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