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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2019 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专项资金 “财政事

权”名称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对应“政策任务”数量为

2 个，分别是“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 项目和“建

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项目，专项资金 2019 年度的资金额

度、资金分配方式、主要用途、扶持对象和绩效目标等情况

如下： 

1.“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 

2019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在“购置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项目资金预算安排为 456.97 万元（包含 2018

年底预算计划安排金额 430 万元和 2019 年初期结转资金

26.97万元），2019 年实际下达资金 456.97万元。资金分配

方式为竞争性分配，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申报项目，主管部门

广东省科学院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支持，资金分别用于安排

2017 年广东省科学院院属骨干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建设专项 

“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 217.89 万

元，2018年广东省科学院院属骨干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建设专

项“铝合金产品及辅助材料检测与评价平台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 208.77 万元，2018 年广东省科学院引进全职博士学位

人才资助专项 “复合结构 TBC 微观组织结构分析及性能研

究”项目 15.31 万元和 “非对称轧制对 2519A 铝合金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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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力学性能的影响”项目 15.0 万元。四个项目均符合

广东省 “十三五”规划和省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符合广东

省科学院“十三五”规划纲要及我单位的“十三五”规划，

符合申报指南的有关要求。该专项 2019年预期总体目标为：

制（修）订标准 7 项，发表论文 11 篇，申请专利 2 件，科

技成果或奖励 2项，承担技术项目 2 项，引进人才 3 人，培

养人才 4 人，服务企业 240家，提供技术服务 6项。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 

2019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在“建设国内一流研究

机构”项目资金预算安排共计 158 万元，实际下达 158万元。

资金分配方式为竞争性分配，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申报项目，

主管部门广东省科学院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支持，分别用于安

排 2019 年省科学院研究所绩效考核引导专项“材料测试技

术研究”项目 108 万元，2019 年省科学院青年科技工作者引

导专项“铝合金隔热型材蠕变系数研究” 项目 20万元， 2019

年省科学院提升科学传播能力专项“材料测试与评价科普基

地建设”项目 30万元。三个项目均符合广东省 “十三五”

规划和省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符合广东省科学院“十三五”

规划纲要及我单位的“十三五”规划，符合申报指南的有关

要求。该专项 2019 年预期总体目标为：1）制（修）订国家、

行业、地方标准 6 项；2）发表论文 6 篇，其中被 SCI 或 EI

收录 1篇；3）申请专利 1 件；4）科技成果或奖励 2 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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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 3人；6）服务企业 300家；7）提供技术服务 3项；

8）参与国家、地方科普活动 1~3 次；主办中小型科普活动

6~10 次；校园科普讲座 2~4 次；培养科普人才 7~11 名；申

请创建科普基地 1 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及既定指标体系，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

中心 2019年度项目绩效自评结论如下：“购置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6.4分，自评等级为优；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94.5 分，

自评等级为优。具体绩效分析如下： 

1. “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 

项目依据省科学院申报指南要求，结合我单位制定的

“十三五”规划，经中心“三重一大”会议决策，组织科研

人员进行项目申报，项目论证充分，目标设置完整、合理、

可横量化，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保证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项

目立项自评分为 12 分。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到位及

时，资金分配方式为竞争性分配，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申报项

目，主管部门评审择优支持，分配合理，资金落实自评分为

8 分。2019 年项目到位资金 456.97 万元，支出资金 437.58

万元，资金支出率 95.76%，预算执行规范、事项支出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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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核算规范，资金管理自评分为 11.4 分。项目按规定程

序实施,项目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目验收严格执行

相关制度规定；单位建立了项目有效管理机制，执行情况良

好；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实施开展了中期检查或

年度检查，因此，事项管理自评分为 8分。预算执行进度与

事项完成进度匹配良好，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成本合

理，产出经济性自评分为 5分。项目严格按照计划进度执行，

达到预期绩效目标规定的标准、论文、专利、科技成果、奖

励、承担项目等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效率性自评分数为 25

分。项目在服务企业、人才引进和培养个性效果指标达到项

目预期规定目标，但中心的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加

大力度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培养领军人才，因此效果性自

评分为 22 分。项目执行期间，对客户服务好，客户满意度

高，公平性自评分为 5分。评分情况详见附件 3。 

2.“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 

项目依据省科学院申报指南要求，结合我单位制定的

“十三五”规划，经中心“三重一大”会议决策，组织科研

人员进行项目申报，项目论证充分，目标设置完整、合理、

可横量化，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保证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项

目立项自评分为 12 分。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到位及

时，资金分配方式为竞争性分配，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申报项

目，主管部门评审择优支持，分配合理，资金落实自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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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2019 年项目到位资金 158 万元，支出资金 132.96 万

元，资金支出率 84.15%，支出率良好，预算执行规范、事项

支出的合规、会计核算规范，资金管理自评分为 11 分。项

目按规定程序实施,项目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项目验

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单位建立了项目有效管理机制，

执行情况良好；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实施开展了

中期检查或年度检查，因此，事项管理自评分为 8 分。预算

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匹配良好，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

划，成本合理，产出经济性自评分为 4.5 分。项目严格按照

计划进度执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规定的标准、论文、专利、

科技成果、奖励、承担项目等数量指标，其质量指标中缺 SCI

或 EI 收录论文 1篇，效率性自评分数为 21分。项目在技术

服务与成果转化、服务企业个性效果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规定

目标，在人才培养个性效果指标达到项目预期规定目标，因

此效果性自评分为 25 分。项目执行期间，对客户服务好，

客户满意度高，公平性自评分为 5 分。评分情况详见附件 4。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2019 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 “购置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项目到位资金 456.97 万元，支出资金 437.58

万元，资金支出率为 95.76%。“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

目到位资金 158 万元，支出资金 132.96 万元，资金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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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4.15%。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19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在“购置关键设备、建

设创新平台” 项目和“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项目中各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表 2-1 和表 2-2： 

表 2-1 “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二级项目名称 绩效指标内容 当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广东省工业分析

检测中心创新能

力建设 

制修订标准 5项 5项   

发表论文 5篇 6篇   

申请专利 1件 1件   

科技成果或奖励 科技成果 1项 科技成果 1项   

承担科技项目 1项 2项   

引进和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 2人，培

养人才 2人 

引进人才 2人，培养

人才 2人 
  

服务企业 
服务企业 200家，

技术服务 4项 

服务企业 500 家，提

供技术服务 4 项 
  

铝合金产品及辅

助材料检测与评

价平台创新能力

建设 

制修订标准、 2项 8项   

发表论文 4篇 6篇   

申请专利 1件 1件   

科技成果或奖励 1项 科技奖励 1项   

承担科技项目 1项 1项   

引进和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 1人，培

养人才 2人 

引进人才 4人，培养

人才 2人 
  

服务企业 

服务铝合金生产

企业 40 家，提供

技术服务 2项。 

服务铝合金生产企

业 40家，提供技术

服务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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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结构 TBC微

观组织结构分析

及性能研究 

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 1篇，EI

或 SCI收录 

发表论文 2篇，EI收

录 2篇 
  

非对称轧制对

2519A铝合金微

观组织与力学性

能的影响 

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 1篇，EI

或 SCI收录 

发表论文 1篇，EI收

录 
  

表 2-2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 

二级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二级项目名称 绩效指标内容 当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铝合金隔热型材

蠕变系数研究 
试验测试 

试验测试 3-5组

（每组 10个）试

样。分析试验数

据，撰写报告。 

已测试 8组试样,剩

余 2组待完成。 

样品检测数据多，测试

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已办理延期手续 

材料测试技术研

究 

制修订标准 6项 7项   

发表论文 
6篇，其中被 SCI

或 EI收录 1篇 

发表论文 8篇，缺

SCI或 EI收录 

EI论文已投稿，待发

表 

申请专利 1件 申请专利 1件   

科技成果或奖励 2项 科技奖励 2项   

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 3人 培养人才 3人   

服务企业 

服务企业 300家，

提供技术服务 3

项。 

服务企业 358 家，提

供技术服务 4 项。 
  

材料测试与评价

科普基地建设 
举办科普活动 

举办或参与科普

活动 7~10次 

举办或参与科普活

动 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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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科普讲座 2~4次 2次   

培养科普人才 7~11名 20名   

申请科普基地 1个 
获批广州市科普基

地 1个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在“购置关键设备、建设创新平台”项目， 2019 年制

订 GB/T 20975.28-2019《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GB/T 

37561-2019《难熔金属及其化合物粉末在力度测定之前的分

散处理规则》、GB/T 8005.1-2019《铝加工处理工艺术语》、

GB/T 4698.6-2019《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YS/T 445.7-2019《银精矿化学分析方法》等国家、行业标

准 13 项，中心一直以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不断加

快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和标准供给体系建设，积极促

进标准制修订，提高标准的协同性，强化中国有色金属行业

上下游标准协同一致性，推动建立覆盖铝合金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标准群（如 GB/T 5237-2017 铝及铝合金建筑型材系列

标准、GB/T 20975-2019《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GB/T 

8005-2019《铝加工处理工艺术语》）等，提升产品和通用分

析方法类技术标准水平，促进有色金属行业产品高质量发

展。《工业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

果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评价，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获得 2019 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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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技术帮助企业从源头进行危险源控制，分类处理铝加工

过程污水，对污泥进行分类处理，把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分

开治理，让 80%以上的污泥成为一般固废（全国约 120 万吨）， 

为企业减负，为国家生态治理提供技术支持，为铝加工行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项目引进博士 2 人，硕士 6

人，培养人才 4人。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积

极开展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我中心牵头铜及铜合金

管材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工作，组织编写国抽工作实施细则，

积极参与铝及铝合金建筑产品和钛及钛合金材的国家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司、佛山通宝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亚洲铝厂有

限公司、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6

项，服务企业 600 家以上，完成项目预期总目标。 

在“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针对冶炼渣、部分

稀有稀散金属及其化合物缺乏高效准确的检测方法，特别是

其检测方法复杂、流程长、操作难等难题，制订 GB/T 

8152.14-2019 铅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GB/T 13747.6-2019

锆及锆合金化学分析方法、GB/T 18882.3-2019 离子型稀土

矿混合稀土氧化物化学分析方法、GB/T 27685-2019 便携式

铝合金梯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7 项，解决快速溶样技术、

分离富集技术、基体干扰技术等，同时针对国家提出绿色制

造的要求，开展了铝合金挤压型材制造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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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DES 31-2019标准的制定，这些标准的制（修）订切合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提出的

完善工业质量提升标准供给体系的决策。针对铝合金导线存

在导电率与强度相互制约、耐热性提升困难及连铸连轧高强

度铝合金圆杆易断裂等问题，开展了节能型铝合金导线制造

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消除了气体和非金属夹杂物对导电率

和强度的影响，实现了导线导电率和强度的协同提升，开发

了耐热铝合金导线的混合稀土微合金化技术，提高了导线的

耐热性，利用超声波的振动和声空化效应，消除了连铸坯的

粗大柱状晶和缩孔、疏松等缺陷，解决了连铸连轧铝合金圆

杆易断裂问题，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该《节能型铝

合金导线制造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水浸变形铝合金圆铸锭超导波检验方法》成果获

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与广东澳美铝业有

限公司、佛山涂亿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科技大学等

单位签订了《高性能铝合金焊接显微组织结构研究》、《铝合

金建筑型材用细颗粒粉末涂料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喷射

成型 Al-Zn-Mg-Cu 合金第二相调控及其微结构表征研究》等

技术服务合同 4项，服务企业 358 家。积极推进科普活动传

播科学知识，为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科学素质，

积极推进科普进校园活动，2019年参与广东省科普嘉年华、

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 3 次，主办广州市科普自由行活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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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走进长湴小学、长虹小学进行校园科普讲座 2 次，培养

了从事科普讲解、科普宣传人才 20 名，广东省工业分析检

测中心材料评价科普基地获批广州市科普基地称号。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2019 年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承担二级项目资金使

用绩效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 2019 年省科学院研究所绩效考核引导专项“材料测

试技术研究”项目缺 1 篇 SCI 或 EI 收录论文；目前论文已

投稿，待发表； 

 2. 2019 年省科学院青年科技工作者引导专项“铝合金

隔热型材蠕变系数研究”项目数据测试未完成，项目延期一

年验收；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题，目前正在补

充完善实验数据。 

三、改进意见 

针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根据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加强项目前期申报、立项审批及后期实施全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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