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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 
开发资金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按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1 年省级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冀财监〔2021〕3 号）要求，河北省财

政厅涉外处牵头组建评价组，于 2021 年 5月—6月份对省发改委

管理的 2019—2020 年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开发资金（简称

“省校科技合作资金”）进行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2592

万元。 

一、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评价对象及原则 

评价对象为 2019—2020 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补助省

直部门、相关市县及雄安新区开展省校科技合作支出的专项资金，

金额共计 2592 万元，项目数量 48个（省本级 12个，市县 36 个）。

评价原则：因评价年度中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进行过修改，

为精准做出评价，采用“老项目适用老办法、新项目适用新办法”

的原则。 

（二）评价内容 

涵盖项目筛选、资金投入、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项目产出、

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内容。具体评价资金用途是否符合资金



—2— 
 

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内容、是否推动省校合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及推广应用等。 

（三）具体评价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阶段、评价实施阶段、总结撰写

报告等阶段，具体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 

搜集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和申报材料，针对绩效评价工作进行

初步调研，与省发改委充分沟通，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

标准，制定印发评价工作方案。组织评价组集中学习省校科技合

作开发资金相关政策文件，并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详细讲解、统

一评价口径。 

2.评价实施阶段 

根据 2019-2020年省校科技合作资金支持项目统计表，按照

政策覆盖行业、地点、资金数额，结合项目承担单位的规模，兼

顾各种所有制形式，选取 25 个具有代表性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进行重点评价，涉及省本级 6 个，市级 13 个，县级 6 个，资金

1424 万元，占资金支持总量的 54.94%。对重点评价项目，评价

工作组分成两个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核实资料、现场

勘验等方式，采取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决策、管理、

产出、效果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收集佐证材料，制作工作底稿，

填写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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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结报告阶段 

对现场工作底稿进行梳理归纳，结合指标体系汇总分析相关

数据，形成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以问题为导向、查找分析

原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形成报告。 

二、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一）政策背景 

为了加强我省与省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全面合作，鼓励引进

省外高校的科研成果，让先进技术落地，助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1997 年省财政厅设立了省校科技合作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与

我省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同我省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在我省注册的各类所有制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技术

转让、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以及软科学研究等合作项目。目前，省

政府已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 24 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签订

了合作协议。该专项资金 2019 年执行《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

作开发资金管理办法》（冀财外〔2015〕12号），为进一步规范

使用、提高资金效益，2019年对省校科技合作资金管理办法及实

施细则进行修改完善，2020年执行《河北省重点研发专项资金（含

省校科技合作）管理办法（暂行）》（冀财规〔2019〕6号）及《河

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开发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冀发改规〔2019〕

4 号），政策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支持方向由 2019年的科技开发、

技术转让、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以及软科学研究等聚焦变化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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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科技研发转化、专利技术转让、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等。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根据《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开发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冀

发改规〔2019〕4 号）规定，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省校科技合作资

金项目的征集管理工作，每年定期印发年度项目资金申报通知，

明确省校合作资金重点支持范围和具体申报要求。项目申报实行

属地管理，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经济技术合作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申报；省直项目申报单位须经

其主管部门审批；省直项目管理部门和市县区负责经济技术合作

的部门对所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复核，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项目库建立、专家评审、项目初定和项目预算

计划编制；财政部门负责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资金使用范围进行

审核。 

（三）预算安排与执行 

预算安排情况。2019—2020 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省校科技合

作资金共计 2592万元（2019 年安排 1350万元、2020 年安排 1242

万元），实际执行 2542 万元。2019 年执行项目资金 1300 万元，

其中省本级 290 万元、对下补助 1010 万元；2020 年执行项目资

金 1242 万元，其中省本级 328 万元、对下补助 914 万元。预算

资金分配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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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领域。根据省发改委经合办提供的 2019—2020

年省校科技合作资金项目统计表，该专项资金 2019—2020 年支

持行业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等领域。行业分布如图所示： 

（四）绩效目标 

总体绩效目标是按照国家和我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署，充

分发挥补助资金引导作用，推动我省企事业单位与省外院校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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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所合作，确保省校科技合作资金支持项目的质量和使用效益，

用财政资金拉动更多的企业投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

转化，进一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值、利税和就业。 

三、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在各单位自评基础上，通过梳理资金管理办法，

现场核实有关项目资金使用和绩效情况等措施，按照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设定的评价要点及标准，综合分析 2019—2020 年省校科

技合作资金绩效评价得分为 83.79 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整体来看，省校科技合作资金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省政

府与省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协议的落实，推动了外省、

市科技成果在我省的转化，推动了专利技术转让、科技成果推广

应用，起到了较好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绩效目标完成较好。主管

部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项目申报、评审管理机制，逐项与项目承

担单位签订《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开发资金支持项目合同》，

能够按申报材料设定的进度及时推进，项目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支持了省校合作工作的开展，引进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技

术成果。2019-2020 年申报项目 66 个，重点支持了 47 个项目，

占比数 71.21%。支持的 46个应用类项目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的 2 项，填补国内空白的 6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 27项，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的 12项。发挥了省校科技合作资金的杠杆作用，

用财政资金拉动了企业更多投资。从企业与院所校合作的 4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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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看，共使用财政资金 2542万元，拉动企业投资 43363 万元，

是财政支持资金的 17倍。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了企业市场竞争力。2019—2020 年支持的 46个项目中，32

个项目已处于中试或产业化阶段，其中 6 个项目已实现产业化。

例如瑞普（保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的“鸡

传染性喉气管炎重组鸡痘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的产业化”项目、古

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科技大学合作的“抗高温压差激活

型堵漏技术”项目，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了产值、

利税和就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筛选确定不严谨 

部分项目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与专项资金支出方向存在偏

差，本次评价中，抽取的 25 个项目中有 7 个项目协议约定的内

容是提供技术指导而不是进行科技研发转化、专利技术转让、科

技成果推广应用。筛选的补助项目中，个别项目产学研结合不紧

密，实现产业化有较大困难。 

个别项目申报材料合作方与查新报告委托人不一致。2019年

项目廊坊市永胜工业制品有限公司“针齿凸轮间歇传动装置”合

作院校为天津科技大学，查新报告的委托人是天津科技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 

评审发现，主管部门在项目筛选申报过程中，安排的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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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部分项目相对均等，个别企业反映应大力支持的项目，安排

支持资金力度偏小。 

（二）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 

产出指标中的时效指标“项目实施率”为资金支持项目年度

开始实施的比率，缺乏挑战性，不能精准反映对项目实施进度的

衡量。 

效果指标中设置了新增产值、新增利税、新增就业人数指标，

因部分省校科技合作项目需要进一步的研发转化，项目建设期一

般为 2-3 年，当年不能产业化，难以实现上述设定的指标；评价

中发现，未能产业化的项目，实施单位填写绩效自评表时均以预

计数据填报，不切实际，主管部门汇总分析时会造成数据失真。 

（三）个别项目产业化进度较慢 

现场评价发现项目推动实施较慢，影响项目产业化和资金效

益的发挥。选取的专项资金支持的 25 个项目中，完成产业化的 6

个项目，占比 24%；处于中试阶段的 11 个，占比 44%；处于小试

阶段的 5 个，占比 20%；未完成理论研究的 3个，占比 12%，其

中 2019年 2 个，分别为：“针齿凸轮间歇传动装置”、“果蔬辅助

改质剂在猪肉及其制品中的应用研究”。 

个别项目专项资金支出进度较慢，效益发挥不充分。例如：

河北工业大学与天津大学 2019 年合作的“高铁刹车盘用超高强

度铸钢国产化关键技术的开发”仅支出 22.14%，河北科技大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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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合作的 2020年“基于幂级加料法无乳叔碳酸乙烯酯-丙

烯酸酯共聚物乳液的制备、性能及应用研究”仅支出 23.58%。 

表 1选取项目 2019年-2020年支持项目实施进度统计表 

                                                  单位：个 

项目进度 2019年 2020年 合计 占比（%） 

产业化 5 1 6 24 

中试 2 9 11 44 

小试 2 3 5 20 

未完成理论研究 2 1 3 12 

合计 11 14 25 100 

（四）个别项目财务管理不规范、支出不符合规定 

评价中发现，个别企业实际工作中未设专项资金核算科目。

抽查的 25家企业中，6个项目单位存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

范、未设专账核算等问题，例如衡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未设置专

账核算、双鸽集团购买材料的支出与研发用材料支出混淆无法区

分。 

五、评价建议 

（一）聚焦资金支持重点方向，严格项目筛选确定  

各级主管部门应加强政策的宣传与约束，聚焦科技研发转化、

专利技术转让、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等专项资金使用方向，优

先支持产学研联系紧密的项目，使资金着力解决制约我省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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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及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省校合作资金主管部

门需修改完善项目筛选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加强项目筛选，严

格评审程序，坚持评审专家选择随机性，选择对口专家进行评审，

评审过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专家意见要具体，切实发挥好

行业专家作用。 

（二）针对项目特点，优化资金补助支持方式 

通过研究探索，逐步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和支

持权重，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应用开发投入，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

应。针对目前专项资金以事前补助的形式对企业进行支持，形式

较为单一的情况，建议根据资金支持项目特点和合作方式，分别

采用事前补助或奖补等不同形式予以支持。对专利技术转让、科

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类项目，根据合同签署及实际支付合同款情

况实行奖补形式，并相应提前制定奖补办法；对科技研发转化实

行事前补助。 

（三）加强政策调研，及时修订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河北省省级省校科技合作开发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冀发

改规〔2019〕4号）有效期截止到 2021 年 9月。建议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修订项

目管理实施细则，以明确资金支持方向，补充完善申报材料形式

内容，强化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诺，增加对项目实施单位项

目推进、阶段成果、资金支付的时间节点约束，强化项目转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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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绩效目标、指标的数据严肃性，进一步确保企业申报材料与

实际执行相匹配。针对现有的实施细则中只有科技研发类申报材

料样本，没有专利技术转让、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类样本，建议

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设置的样表应适用不同项目类型的材料申报。 

（四）加强项目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针对个别市县主管部门“重申报，轻管理”、对政策的理解

和运用存在一定偏差的情况，建议对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通

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培训指导，保证省校科技合作资金的

合理使用、规范管理；各级经济技术合作主管部门要对省校科技

合作资金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推动，充分了解本辖区内各项目的实

施进度，依据申报单位确定的时间节点检查督导加快落实，切实

提高项目的质量和效果；项目承担单位，尤其是省内高校、科研

单位，需制定专项资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专账核算，依照

项目申报材料承诺内容推动项目实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争

取早日实现产业化，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科学设定绩效指标，精准反映项目产出和效果 

有针对性地分类设置绩效指标，实事求是地反映专项资金支

持项目的绩效要求。产出指标中的时效指标应依据申报材料承诺

的时点进度来设置。科技研发转化类项目根据研发转化阶段按进

度设置效果指标；技术转让、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类项目，效果指

标可按销售收入增加、利税增加、带动就业人数设置。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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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承担单位要切实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

工作，提高绩效管理各环节质量，发挥绩效管理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